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苏故旅游度假区
9月底将正式开放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苏志平）
“小时候捉鱼、嬉闹玩水的地方，现在成为一道风景，游客不
请自来。”8月27日，浏阳市官桥镇苏故村涧江河景区，等待
乘竹筏漂流的游客排起了长龙，当地村民“变身”筏工，高兴
得合不拢嘴。

眼下暑期旅游旺季接近尾声，浏阳市官桥镇苏故旅游度
假区却热闹非凡。以“相约涧江河，爱从这里出发”为主题的
推介会， 仅一个周末就吸引了周边地区近万名游客参加。慕
名而来的游客在全程7公里的柔波中漂流， 感受涧江河的清
澈清凉和竹筏“慢漂”的闲适。

官桥镇，位于浏阳、醴陵交界处，距长沙市区45公里，交
通便利。浏阳河支流———涧江河，穿镇而过，全镇水域面积达
2000余亩。今年以来，该镇盘活沉睡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旅
游业，致力于打造以“水韵官桥，垂钓小镇”为主题的特色乡
村旅游基地。据了解，苏故旅游度假区有竹筏泛舟、垂钓、露
营、穿越丛林、篝火晚会等项目供游客选择。今年9月底，该度
假区将正式开放。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永忠）8月30日晚，邵
阳市委礼堂内掌声、喝彩声不断。邵阳县
黄亭市镇干部张泉的“单人乐队”惊艳亮
相，吹、拉、弹、唱一人完成，将当晚的“宝
庆群艺汇”演出推向高潮。

今年以来，邵阳市精心打造“宝庆群
艺汇”群众文化品牌，搭建起百姓表演舞
台，群众专场表演节目100多个，参演群
众达5000多人次，群众文艺团队激增至
200余个，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场“文化盛

宴”。群众文艺创作热情在活动中得到激
发，由群众新创作的竞演节目达60多个，
包括音乐、舞蹈、曲艺、小品、相声等门
类。一批“草根”演员迅速走红“宝庆群艺
汇”的舞台，成为一颗颗耀眼的“民星”。

针对群众参与广场文化活动热情高
的实际，邵阳市委宣传部精心策划“宝庆
群艺汇”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探索了一条
“政府主导、部门组织、群众参与”的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新路子。各级党委、政府及
有关部门，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使群

众参与文艺活动有了“主心骨”。爱好文
艺的群众纷纷踊跃报名参赛， 群众文艺
队伍迅速壮大。目前，遍布全市的群众文
艺团队已达200多个。

邵阳市每月以市直、县市区为单位，
组织文化场馆、 文艺团队在本区域内开
展主题竞赛活动， 并选拔优秀选手、
节目参与全市专题竞赛。 竞赛完毕
后，组织优秀选手、节目进行全市范
围展演。

通过该活动，不仅促进了全市文

化事业的良性发展， 也为区域内优秀文
艺人才及舞台艺术作品提供了良好的展
示、实践平台。活动启动以来，吸引了全
市100多支群众文艺团队踊跃报名参加，
上到80岁老人，下到3岁小孩，都在活动
中找到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益阳与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构筑新型政银企关系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龚柏威）昨日上午，益阳市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洽谈对接签约活动举行。当天，
益阳市与15家省级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对接
项目85个、金额428.2亿元，其中签约贷款项目34个、金额
136.65亿元，意向对接项目51个、金额291.55亿元。

签约仪式上， 益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
说，益阳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和金融机构唱戏，建立银企对
接机制，构筑新型政银企关系，对于振兴实体经济，优化金
融服务，意义十分重大。希望各省级金融机构进一步向益阳
倾斜资源，在促进益阳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进一步
调整优化益阳信贷资源总量、结构和投向，推动政银企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周晖表示，各金融机构
要立足益阳实际，积极推广更多个性化、精准化的中小微企
业服务产品，加大对益阳中小微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共同解
决益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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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扶贫领域执纪问责
岳阳10个督查组开赴基层一线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黎罗清）为贯
彻落实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近日，岳阳市纪委派出10个督查
组赴12个县市区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5天的执纪督查。

据悉， 此次活动由该市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李挚带
队，委局领导、部室负责人、派驻纪检组长等全体出动，将重
点督查开展扶贫领域执纪问责；“刹歪风、治陋习、树新风”
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安全办案工作情况；农村基层信访集中
办理工作情况； 半年度工作讲评会有关工作落实情况等五
大类重点工作。54名纪检干部直插基层现场，坚持以暗访为
主，通过见面对接、抽查台账、上户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扶
贫政策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驻村帮扶结对帮扶
落实、问题清单整改落实等情况。

该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做到
有关问题线索交办转办一批、 挂牌督办一批、 整改落实一
批，责任人员查处一批、通报一批。

中方县配强乡镇纪委班子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杨长吉）中

方县中方镇板山场村申报了一个20万元的黑木耳扶贫项
目。项目实施中，虚开劳务发票套取7071元用于其他开支，
村党支部原书记李茂进受到诫勉谈话。 这是中方县乡镇纪
检监察机关最近立案查处的一个案子。

8月30日，中方县纪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今年1月
至7月底，该县乡镇纪委共立案62件，同比增加195%，占全
县立案总数的63.9%。其中扶贫领域立案34件，有效发挥了
乡镇纪委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前沿阵地”作用。

“加强乡镇纪检监察机关建设，能充分发挥乡镇纪委离
群众最近、调查取证最易、查办案件最快的优势。”中方县纪委
负责人说，该县以乡镇纪委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班子，优化
队伍结构。全县12个乡镇全部配齐了纪委书记、专职纪委副
书记和专职纪委委员，并在145个村(社区)设立了村级纪检
员，构建起完整的基层纪检网络，提升了基层纪委战斗力。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廖声田 宁奎）
“民风淳朴，风景绝美。”8月28日，在张家
界土家风情园，河北游客张喆一行10人，
兴致勃勃地与“九重天” 吊脚楼合影留
念。 通过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网络直
播，他们选择了多个景区景点进行游览，
对这里的人文风情赞不绝口。

张家界不仅拥有绝版山水， 还有着
浓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全
市共有46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75.28%，民俗文化氛围浓郁，全
市共有15大类、78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张家界，代代传承着“找摸米”、情歌对
唱、“哭嫁”等独特的民俗。

6月29日至8月28日，张家界举办第二
届中国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暨首届国
际网红直播旅游节。全市各大景区，近百
家企业参与活动，近千名艺人参加民俗文
化展演，来自国内各地及西班牙、法国、乌
克兰、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的500多名网红

参与现场直播，向全球分享与传播张家界
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千人狂欢大摆手”“绝版张家界，祈
福天门山”、万福温泉泼水节、桑植民歌大
体验、千人狂欢茅古斯、千人傩面祭先祖、
“赶火追爱”摸米火塘会、百米长卷绘武陵
等10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通过“直播+旅游”，张家界实现了旅
游营销全区域联动、全资源整合、全要素
协作、全行业参与、全媒体覆盖，成功带

动旅游市场纵深发展， 成为该市旅游营
销的又一次创新之举。

据了解，民俗文化月期间，网红直播
在线观看量突破5000万人次， 整个活动
网络点击量突破1亿人次。6月29日至8月
27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张家
界大峡谷3大主要景区共接待游客319万
人次，同比增长15.29%。在直播结束后的
第一个周末，万福温泉接待人次较同期增
加80%，创造了夏季温泉接待的小高峰。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史世东 何昕)今天，新田
县文体旅广新局的文物专家来到该
县枧头镇梅湾村， 探访近日已被确
认的清代将军府。经省、永州市文物
专家核实， 认定该建筑群的主人为
清朝光绪年间， 因军功官至广西右
江镇总兵、 云南开化镇总兵的梅湾
村人刘玉成。

将军府前面是一个人工开凿、
用条石护砌的半月形消防塘。 将军
府为三进对称建筑群， 主次相连，飞
檐翘角高耸， 占地在2000平方米以
上。 建筑群背后是松柏青葱的石山。
用大小相等的长方形条石作房屋基
石，青砖砌就墙面，砖缝整齐划一。整
个建筑群由8根檐柱、30根金柱、8根
中柱和2根廊柱支撑。墙壁、门窗上
有多处浮雕和摇钱树、 梅兰竹菊等
彩绘，虽历经风雨，依然栩栩如生。

新田县文体旅广新局党组书记
骆月平介绍， 刘玉成族谱名起稠，号
农圃，家中排行第二。少时家贫，以帮
人养鸭为生。后从军，因作战勇敢，成
为记名提督， 赏清字巴图鲁名号，赐
一品封典。目前，县里已下拨专项经
费，对将军府进行修缮。

种椒五十年
今朝苦变甜

通讯员 单明海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有了‘七姊妹’，收入节节高！今年，
我家准能脱贫！”8月27日，宁远县桐木漯
瑶族乡小源村，68岁的贫困户盘友宝告
诉记者，以前他种了50多年“七姊妹” ，
但没有摆脱贫困；加入合作社后，改变了
种植方式，产量大幅提高，而且有公司订
单收购，不怕卖不出去。

“七姊妹”是一种辣椒。这种辣椒如
手指头大小，呈圆形，果实向上。因一个
枝头上长有多个辣椒， 最多可达到7个，
同时开花， 同时成熟， 所以得名“七姊
妹”。小源村地处海拔800米的瑶族山区，
全村192户987人中，贫困户就有98户。村
里没有一丘水田，只有零星旱土，村民们
习惯种植“七姊妹”辣椒。但由于土地贫
瘠，种植规模一直很小。

今年， 村支两委与县里云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成立辣椒种
植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以土地、劳动
力入股，种植“七姊妹”辣椒120多亩。公
司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辣椒苗、 肥料、地
膜、农药等，并以保护价收购，保证每个
种植户年纯收入最少有1万元， 多的有2
万至4万元。目前，今年第三茬辣椒已进
入采摘阶段。

“现在辣椒亩产可达500公斤左右，
按照市场价每公斤30元计算，除去成本，
每亩地纯收入可达1万多元。”说起“七姊
妹”辣椒，村里贫困户盘国旺兴奋地说。
受益于“七姊妹”辣椒，小源村今年预计
有75户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8月25日早上7时， 永州市金洞管理
区金洞镇小金洞村74岁的奉明告老人，
准时来到村后的楠木林，清扫地面、浇水
培土。他对记者说：“一天不来，心里慌。”

眼前这片楠木林，占地6.8亩。其中
最大的一棵楠木树， 胸径1.48米、 高35
米，冠幅直径超过45米，树龄500年，是
永州市的“楠木王”。

“从小，长辈就告诉我们，这片楠木
林比我们村的历史还要早， 是村庄的
‘守护神’。”奉明告说。

村民奉运新向记者讲起奉明告守
护“楠木王”的一件往事。1965年，几个
人要砍这棵“楠木王”，而且理由很“充

分”：砍树买拖拉机。
林区工作人员赶来阻拦， 但对方根

本不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就要动手砍树。
这时，奉明告闻讯赶到。他紧紧抱住

“楠木王”，大声喊道：“要砍这棵树，先砍
掉我奉明告的脑壳！” 顿时， 大家都怔住
了，局面一时僵持不下。最后，那几个人见
拗不过奉明告，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此后，奉明告在离“楠木王”近处建
了房，每天早晚巡查。哪怕是夜里，一有
风吹草动，他都要起来查看。

这几年，楠木苗木市场行情一路看
涨。每到楠木林结籽的时候，有不少人
拿着工具爬上树打籽，用于育苗。

为此， 奉明告自费买了一个扩音
器，每天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打树籽

对树木有损伤。他还请大家留下联系方
式，承诺把掉到地上的楠木籽给大家送
过去。附近村民要楠木籽的，他一家一
户送上门；地方远的，他自掏腰包寄快
递。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

在今年7月2日的洪灾中，奉明告带
着村民们，连夜用石块加在楠木林四周
建起围栏， 避免了楠木林被洪水侵袭。
此后，旱涝急转，奉明告自费买了一台
抽水机，早晚给楠木林抽水灌溉。他还
请来林业专家，给几棵出现异常状况的
楠木树输营养液。如今，这片楠木林越
发葱茏。

奉明告说：“楠木林已是我生命的
一部分。只要我动得了，我就要把这片
楠木林保护好。”

邵阳打造“宝庆群艺汇”
搭建百姓表演舞台，参演群众达5000多人次

张家界试水“直播+旅游”
民俗文化月期间，迎来游客319万人次

� � � � 8月29日，新田县枧头镇梅湾村，清代将军府一角。 何昕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唐兰荣

一条条重整的沟渠，蜿蜒在田间地
头；一口口新修的山塘，像珍珠一样镶
嵌在村子里……8月底， 记者走访衡阳
市珠晖区东阳渡街道新坪村，感受到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
的显著变化。

63岁的村民沈新明正在地里干活。
他家稻田旁一条已废弃多年的渠道，经
硬化改造后重新启用。“小农水项目搞
得好，去年初整修了山塘和水渠，我们

的稻田现在旱涝保收。”沈新明说。
去年9月，珠晖区小农水项目落户

东阳渡街道， 新坪村搭上了“幸福快
车”，一共修建了3000多米水渠，全村
从此告别了望水兴叹的尴尬局面，原
本靠天吃饭的“望天田” 彻底告别了
“干渴”。

这次小农水项目涵盖东阳渡街道
的沿兴、兴湘、新坪等7个村，共整治山
塘84口，改造渠道27条共15.9公里，新建
和改造渠系建筑物108处， 改造小型提
灌机埠3处，今年5月基本完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干渠与农田之间
修建了一个混凝土U型槽。 村干部唐华
佰介绍，U型槽能改变以往土渠容易淤
塞的状况，从而解决因“最后一公里”不
畅，导致水库、灌渠有水，却不能流到田
间地头的问题。

“‘小农水’修到农民家门口，旱能
灌、涝能排，一年光在抗旱上面的电费
就至少可节约1万元。”唐华佰指着新修
的水渠，感慨地说。

珠晖区水利局干部李宁告诉记者，
该区是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区
（县），去年至今已完成田间灌溉水槽整
治总长度50余公里，3万多亩农田因为
有了这些“毛细血管”一样的水槽，灌溉
条件得以大幅改善。

旱能灌，涝能排

“小农水”终结“望天田”

舍命陪君子 人楠情未了
———奉明告老人守护“楠木王”的故事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31日

第 2017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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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1040 543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66 173 167118

9 7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31日 第2017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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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551703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5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682901
6 7967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82
79971

1378116
14439511

60
2787
49247
555029

3000
200
10
5

1608 14 18 2010

新田发现清代将军府清朝刘总兵
原是放鸭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