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王晗）前
不久，在中国“装甲与反装甲日”展览上，
湖南湘江新区一家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款
探测雷达赚足了眼球，其全天候360度范
围主动探测跟踪的功能刷新了人们对传
统雷达的认知， 成为国内最先进的军用
防御装备之一。

在湖南湘江新区， 这样的高科技产
品并不鲜见。 该区聚集了丰富的科教资
源。为了变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实
现高品质、高水平发展，该区党工委、管
委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 经济发展正在实现结构

性动能转换。
举办“智汇湘江·科创未来”科研成果

校企对接活动，是湖南湘江新区实施科技
创新驱动发展的举措之一。通过定期组织
产学研峰会、项目路演、成果转化研讨会、
创客论坛等多元活动，让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金融、市场等要素集聚融合，推动
更多高精尖科技在本土落地、转化。自6月
30日启动以来，已举办两次专场活动，5家
企业与科研成果转化中介机构“牵手”，其
中优智机器人公司和湖南大学合作建立
的联合实验室已挂牌运行。

成立两年多来，湖南湘江新区在科技

成果转化供给侧、需求侧及转化渠道强势
发力，以全链条平台促进创新产业集聚发
展、科技金融结合融通创投渠道、优化创
业服务激活人才潜能，构建起创新创业创
投“三创联动”的创新创业新生态。

今年， 湖南湘江新区加大科技资源
统筹力度， 积极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等重大平台
建设， 突出抓好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建设，以品质提升工程为引领、
合作创新工程为支撑， 加快打造全
国领先的自主创新策源地、 科技成
果转化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地。

通过搭平台、优服务、引人才、兴产
业，湖南湘江新区科技创新风生水起。去
年，该区高新技术产业创产值3233亿元，
比上年增长10.9%； 新注册市场主体
22667个，增长5.6倍。目前，已初步形成
互联网、增材制造、绿色建筑3大百亿级
新型产业集群，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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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隆清泉 何旭华）打伤村民、打砸
网吧、 破坏村活动中心……屡屡作恶的
新邵县坪上镇长塘村村民李某， 最近被
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执行逮
捕，村民们拍手称快。

新邵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张
晨阳介绍，近年来，该县一些地方“村痞
村霸”等农村恶势力横行乡里，严重侵害
群众合法权益、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基层政权建设，必
须坚决依法予以铲除。

今年6月15日，新邵县“村痞村霸”和
宗族恶势力大整治百日行动拉开帷幕，聚
众赌博斗殴、寻衅滋事、欺行霸市、阻工闹
事、侵占集体财产、侵害群众利益等违法
犯罪行为成为打击重点。 各乡镇党委、政
府安排驻村干部进村入户全面摸排治安
隐患、治安乱源，公安派出所民警和驻村
辅警排查“村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违法

犯罪活动线索，县直机关单位组织专门力
量到联系村、 社区摸排社会矛盾纠纷等，
并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提供线索。

在整治行动中， 新邵县层层压实工
作责任，对“村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违
法犯罪活动实行“零容忍”，露头就打，绝
不姑息。至8月20日，县公安局行政立案
39起、行政拘留66人，刑事立案32起、刑
事拘留47人；检察院批捕16起22人，提起
公诉21起26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18起

25人。坪上镇筱桂村有一个赌博窝点，10
余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村痞村霸”
聚集在这里，时有斗殴发生，民愤极大。
今年6月27日，该窝点被捣毁，张某、周某
等10余名涉嫌违法行为人被抓获， 被依
法予以行政拘留。村民感叹，没有这伙人
作恶作乱，现在村里安定多了！

在坚持依法打击的同时， 新邵县还
及时调处各类社会矛盾100多起， 化解
了一大批不稳定因素。

惩治“村痞村霸”绝不姑息
新邵开展百日行动，守护乡村平安 怀化“送清凉”到工地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雷鸿涛）“这些防暑降温的
物品，是我们需要的，送得很及时。”近日，正在中铁三局集
团公司渝怀铁路增建二线V标项目经理部钢筋数码加工厂
务工的王明行，和工友们在工地上收到了怀化市总工会送
来的“大礼包”。“大礼包”里有清凉油、创可贴、雨伞、水杯
套装、西瓜等价值200多元的防暑降温物品。

7月至9月，怀化市总工会持续开展“送清凉”慰问活
动。市总工会与县（市、区）总工会、企业工会为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以及环卫、 建筑等行业在高温下工作的广大职工，
送去“清凉”。目前，怀化市总工会已投入15万元，慰问职工
近1000名；全市各级工会共慰问职工约6000名。

石门民主生活会
“点题”开出新常态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通讯员 唐晓晖 记者 张斌）“感
谢各位对我提出批评意见，这是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和爱
护，避免今后让我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我一定汲取教训。”
近日，在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召开的“点题”民主生活会上，
受到党纪处分的该局主要负责人诚恳表态。

今年以来，石门县把“点题”召开民主生活会，作为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来抓实抓细，确保
达到红脸出汗、“治病救人”、推进工作的目的。民主生活
会召开之前，由县纪委根据信访举报、纪律审查等情况，
列出部分单位和领导干部的“负面清单”，分管县级领导
负责到该单位指导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与会同志
就相关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限期整改到位。截至
目前，该县已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21名县级领导带着

“负面清单”，分别到48个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指导召
开了“点题”民主生活会。

“‘点题’召开民主生活会，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新
要求，成为我县的一种新常态。”石门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张凯表示。

科技创新“牵引”动能转换
湖南湘江新区初步形成3大百亿级新型产业集群

新闻集装

“民歌之乡”嘉禾歌舞连连看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通讯员 邓和明）8月25日晚，在

嘉禾县九老峰神农广场，一场文艺汇演拉开了该县2017年
“欢乐潇湘·幸福嘉禾”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序幕。

当晚举办的综艺节目和民歌（舞）比赛，吸引嘉禾县
及周边县 (市、区 )数万人观看。据嘉禾县宣传部门介绍，
这次活动历时两个月，将举行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广场
舞大赛和嘉禾民歌（伴嫁歌、舞）、花灯戏大赛等一系列
赛事，共有来自全县各地的近50支参赛队伍近1000名群
众演员参加演出。

嘉禾县是有名的“民歌之乡”，文化氛围浓厚。2012年
以来，该县出台了《文化强县战略实施纲要》，筹资2.5亿多
元，新建或扩建体育馆、文化演艺中心、青少年文化活动中
心、民歌广场、嘉滨湖文化公园等标志性文化设施，并先后
新建改建标准化乡镇文化站17个、农家书屋252个。

株洲县：
“金秋助学”资助新生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通讯员 晏

丹 记者 戴鹏）今天上午，株洲县举行
“金秋助学”牵手贫困大学生助学活动，
为103名贫困大学新生共发放助学金
66.7万元。株洲县从2003年起，每年举
办“金秋助学”资助贫困大学新生活动，
累计资助困难家庭学生1500余人，发
放助学资金500余万元。

蓝山县：
发现高山青苔群落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李先志 孟江

兵）近日，蓝山县林业技术人员在该县
海拔近1400米的浆洞林场西峰岭开展
野外动植物科普调查时，发现两处面积
共约400亩的连片高山青苔群落。苔藓
厚度普遍在3至4厘米， 最厚的达6厘
米，绿茵茵的。蓝山县林业技术人员介
绍，高山青苔群落密集、结构紧凑，可作
为鸟类及哺乳动物的食物，并有助于环
境净化和水土保护，具有较高的科考和
观赏价值。此次发现，说明湘江源植被
多样、生态良好。

开福区：
评出10户文明家庭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尹舒艺）“他

养我小，我养他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教育我们的后代， 孝是立家之本，忠
是立国之本。” 在今天举行的长沙市开
福区文明家庭评选展示活动上，马子骏
等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他们团结和谐、
互敬互爱的家庭故事。开福区大力建设

“厚德开福”，积极推进家风建设，成立
了全省首个区级家风家训馆。今年4月
启动文明家庭评选活动， 通过街道推
荐、民主评议、网上评选、专家会审等环
节，共评出10户家庭为文明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8月28日，像往常一样，新化县奉家
镇渠江源村村民刘成荣早早起来，为患
尿毒症的妻子罗伯娥倒洗脸水，然后洗
衣、做饭。匆忙吃完早饭后，他用摩托车
载着妻子去75公里外的新化县人民医
院做透析。8年来，每周两次，风雨无阻。

“衣服整洁干净， 对人总是一副笑
脸。”在刘成荣家，记者眼前的罗伯娥根
本不像患尿毒症晚期8年之久的病人。
除了有几分消瘦外，外表与健康人无异。
“这么多年来，多亏了他细心照顾，我才
能活到现在。”见到记者，罗伯娥有些哽
咽。

罗伯娥告诉记者，没有患病以前，自

己曾是渠江源村的制茶能手，与丈夫刘
成荣育有两个儿子，家里还有几亩茶园，
日子简单而快乐。可没想到，2009年3月
的一天，她感到身体不适，就去新化县人
民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结果是尿毒症
晚期。“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 我感觉
世界都要塌了。”罗伯娥回忆起当时的心
情，依旧难掩悲伤。妻子病了，家中还有
两个小孩需要照顾，刘成荣感到巨大的
压力， 但他深知， 自己是这个家的顶梁
柱，不能垮。他躲着妻子在医院外墙角大
哭了一场后，擦干眼泪强打着笑脸，对妻
子说：“你就安安心心，好好养病，其他的
一切有我在。”

于是，刘成荣这个山里汉子，用自己
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控制病

情后的罗伯娥，回到了渠江源村的家里，
但是每个星期都要去县城透析两次。为
了节省开支， 刘成荣一般用摩托车搭载
罗伯娥去。如果罗伯娥身体吃得消，也会
送她到镇上，让她自己搭班车去县城。遇
到下雪、冰冻天气，还只能在县城租房子
住下。8年来，刘成荣从没有对罗伯娥“红
过脸”，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其余时
间，刘成荣则在自家茶园劳作，或者去周
边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去年，刘成荣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得到政府扶持。他家的4亩茶园，因为产
业扶贫，加上培管精细，今年将有4万多元
的收入。另外，依托渠江源茶溪谷旅游景
区的开发，他的大儿子回家建起了“农家
乐”，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江华爱心助学
拟成完善体系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初秋的江华瑶都，爱心
汇聚成暖流。8月28日，江华瑶族自治县
举行“爱心助学·感恩励志”活动。今年
考上大学的179位家庭贫困学生， 每人
获得8000元助学金。

江华把教育扶贫作为爱心和民心
工程来做，完善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
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探索出“政
府主导+部门发力+社会助力+群众生
力” 的教育脱贫攻坚新路子。8月以来，
通过“万企帮万村”、中国社会扶贫网众
筹等倡导爱心助学，九恒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等企业踊跃参
加，共募集助学金160多万元。据介绍，
该县正准备设立“深度贫困教育助学专
项资金”， 每年从县财政单列预算700
万元，进一步完善奖学、助学制度，确保
每个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扭秧歌、打篮球、练书
法……8月27日， 湘阴县民生实事工程
郭嵩焘文体广场户外场所正式对外开
放， 当地群众又添休闲娱乐好去处。两
天来，吸引万余名群众前来参观、游玩。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湘
阴人，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近代首任
驻外（英法）公使，杰出的洋务思想家和
外交家。为纪念郭嵩焘诞辰200周年，湘
阴于2015年10月启动郭嵩焘文体广场
项目建设。项目占地7.9万平方米，总投

资2.3亿元，分为中心广场、市民文化中
心、湖湘文化览要区、市民体育中心和
户外群众体育场所等板块，其中包含郭
嵩焘纪念馆、室内体育馆、室外运动场、
图书馆、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10
多个多功能文化体育场所。

湘阴郭嵩焘文体广场开园
占地7.9万平方米，总投资2.3亿元

老百姓的故事
8年来，新化农民刘成荣尽心尽力照顾患尿毒症的妻子，从未对她“红过脸”———

恩义，诠释完美爱情

“错时用电”增效益
8月28日凌晨，嘉禾县坦塘工业园福顺公司车间，工人在生产铸件。今年，该县工业园区倡导企业采取“错时用电”方式开展生

产，既减轻了电网负荷，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黄春涛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5184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82
546
6249

8
14
155

227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979
74591

267
190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8月28日 第201710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451792 元
05 2208 12 21 23 27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28日

第 201723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23 1040 95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06 173 26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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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厘清权力责任 政府管理高效阳光

长沙机构编制
即将上“云”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李文耀 通讯员 谢满军
彭斌）政府部门是干什么事的？有哪些内设机构？内设机构
的职责是什么？部门有多少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他们的
履职效率如何？……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这些过去难以
搞清楚的问题，将有望变得清晰。近日，长沙召开机构编制
云平台建设动员暨培训会，邀请中央编办技术专家前来授
课。会上介绍，长沙市机构编制将统一加入国务院机构编
制管理“云平台”试点，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作出有益探
索。

据了解，机构编制管理“云平台”将对接权力运行数
据的履职分析， 全面以清单形式量化部门权力与责任，
实现权力与责任事项标准化、动态化管理。并逐步建立
起机构、职能、编制、权责和履职相互之间的数据闭环，
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清单之外无审批”。权力责任上
网管理，也将使得政府权力运行更加阳光化、程序化和
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