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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陆文 温钦仁） “看了这期‘清
风株洲’， 我心情很复杂， 既为落马的
干部惋惜、 痛心， 也觉得他们是咎由自
取。” 9月3日， 在观看株洲电视台“清
风株洲” 专栏播出的反腐专题片后， 株
洲市园林绿化系统一位干部感慨道。 今
年来， 由株洲市纪委主办的“清风株
洲” 电视专栏节目已播出17期。

开设“清风株洲” 专栏， 是株洲市
纪委打造廉洁文化品牌、 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系列行动之一。 去年， 新一届株洲

市纪委常委会成立后， 明确提出通过
“声、 屏、 报、 网” 立体宣传， 打造
“清风株洲” 廉洁文化品牌， 让清风正
气根植广大干部群众心中。 去年10月，
株洲日报开设“清风株洲” 专栏， 已刊
发文章126篇； 去年12月， 株洲电台
“清风株洲” 开播， 已播出32期； 今年1
月， 株洲电视台“清风株洲” 首播。

今年4月， 株洲市纪委启动首届
“清风株洲” 廉洁文化创作活动， 通过
舞台表演、 微电影、 公益广告、 书画创
作、 剪纸、 灯谜等形式， 大力弘扬廉洁

文化。 同时， 编印廉政读物 《学思践
悟》 1.5万册， 免费发放给全市副科级
以上党员干部； 创办“清风株洲” 内
刊， 每期编印500册， 免费供全市党的
领导干部学习。 今年5月， 将市纪委机
关网站“株洲廉政网” 改版升级， 更名
为“清风株洲网”， 目前已刊发各类文
稿1200余篇； 开设“清风讲堂”， 邀
请专家学者、 革命先辈亲属等为纪检
监察干部讲课。

“我们就是想营造浓厚的廉洁文
化氛围， 引导大家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 株洲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赖
馨正说。 打造“清风株洲” 廉洁文化品
牌，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支持
反腐倡廉， 为株洲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1至8月，
该市共处置问题线索2671件， 立案1378
件， 结案980件， 处分962人。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歌声荡漾，舞步轻快。 9月
4日，如往常一样，夜幕降临后，芷江侗族
自治县县城万和鼓楼广场、 和平广场，当
地居民前来跳舞、唱歌、健身，其乐融融。

近年来，芷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不断完善文化基础设施， 形成了以城区
为核心、联接乡镇、辐射到村的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 同时，大力实施“文化扶贫”，
全县所有乡镇建起了集图书阅读、 文艺
演出、 科普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
化站， 每个乡镇都成立了一个以上农民
艺术团，并采取“以奖代投”方式，引导、
扶持农村建起了200多个“农民文化书
屋”“农民科技书屋”。 目前，全县所有村
都成立了村级文化活动中心。

芷江还采取“政府主导、部门牵头、市
场运作”的方式，并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目前，芷江
“月月乐”活动已连续举办14年，每年在广
场、社区、剧场，组织举办不同主题、健康
向上的文艺演出等150余场次，成为当地
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送电影下乡也是芷
江重要的群众文化活动之一，县财政每年

拨出专项资金，建立了以县电影公司为龙
头，8个电影放映队、124个放映点为支撑
的放映体系， 每年下乡放映电影1000余
场次，让农民在家门口也能看到电影。

如今， 芷江各类群众文化活动月月
举行、遍布城乡。因群众文化活动成绩突
出， 芷江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
县、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县。

“零距离”体验科学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衡阳县启动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刘欣荣）和着“最强民族风”的旋律，台上6个机器人翩翩
起舞，台下的师生们看得如痴如醉。今天上午，2017年全
国科普日暨中国流动科技馆第二轮全国巡展湖南省启动
仪式在衡阳县举行。来自该县实验学校的2000余名师生
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了“中国流动科技馆”，现场不时发
出赞叹声。

今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
愚昧”。“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是中国科协开展的大
型科普展览惠民工程，是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的有效举措，对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科学思想、
掌握科学方法、 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此次巡展以“体验科学”为主题，设置了科学探索、科
学生活、科学表演、科学实验、科普影视5个主题区，参与
者可在互动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在体验中激发科学兴趣，
在探索中树立科学精神，在思考中启迪科学智慧。12岁的
小朋友刘昱阳在机器人面前流连忘返， 他高兴地说：“我
最爱机器人了，今后要好好学习，研究机器人。”

工地上竖起“公示牌”
武陵区严把政府投资项目“廉洁关”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梦媛)
今日，记者来到常德市武陵区互联网产业园工地，见门口
挂着“重点项目廉洁公示牌”，上面写着廉洁监督员及联
系方式等，十分醒目。据了解，在武陵区50多个政府投资
的项目工地上，都立有这样的公示牌，以方便群众监督。

为了严把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廉洁关”，今年来，武陵
区发展和改革局在项目建设管理中，邀请住建、财政等部
门参与，主动接受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对项目进行稽查
时，逐项核查立项许可等资料，逐项逐笔审查资金拨付使
用情况。同时，结合区里“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每月定期对项目申报审批、资金安排分配、项目咨
询评估等开展自查自纠。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重大项目
及时在网上进行公示。该局先后开展各类自查、稽查、专
项检查150余次，主动公开政务信息50余条。

武陵区发改局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进一步丰富“廉
洁”公示牌内容，并在网上公开项目所有信息，做到立项、
审批、招投标、监理、竣工结算等所有流程“可溯、可查、留
痕”。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9月3日，秋高气爽，海拔1500多米
的新化县奉家镇长茅界空气格外清新。
在长茅界新修的盘山公路旁边， 养牛大
户刘铁华正在忙活。

“这黑色的是安格斯肉牛，其余的是
本地黄牛。 ”正在赶牛进山的刘铁华指着
几头膘肥体壮的安格斯肉牛说，“肉牛的
品种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 ”

养牛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细心活。
从饲料采购、种源引进、饮水水质、养殖
管理、兽药使用、疫病防治、品质检验、检
测手段等各个环节， 刘铁华始终坚持精
细化、程序化和系统化管理，确保肉牛质
量安全。如今，刘铁华的养牛年收入已经

达到10万元。 近年来，在刘铁华带动下，
长茅界周边各村的养牛大户达到了9户，
养殖肉牛100多头。

目前，刘铁华养殖肉牛75头，是长茅
界山系中最大的“牛倌”。 谈到今后打算，
这个憨厚朴实的“牛倌”说：“我最大的梦
想就是规模化养殖， 让乡亲们通过肉牛
养殖尽快脱贫致富，一起奔小康。 圆我的
养牛致富梦， 非利用长茅界几万亩山地
里的青草资源不可， 而修建长茅界公路
是基础。 ”

长茅界山系，一道高高的天然屏障，
把直线距离很近的玄溪村和百茶源村隔
离开来。 玄溪村在紫鹊界梯田景区九龙
坡梯田的顶部， 拥有长茅界万余亩高山
湿地和湿地中名扬天下的两棵“拦山古

树”。 2013年，时任村主任邹今华，不等不
靠，为首修建了通往长茅界的旅游公路。
百茶源村时任村干部刘益南“有样学
样”，决定接通长茅界旅游公路。 刘益南
心想事成， 外地老板邹新满愿意垫付包
括柴油钱和挖机师傅工资等修路费用，
刘铁华同意垫付挖机师傅伙食费， 并负
责测量公路。 于是，长茅界报木段旅游公
路于2016年8月10日动工。

长茅界的旅游公路是彻底改变玄溪
村和百茶源村面貌的经济“动脉”。 刘铁
华说：“长茅界的樱桃花、 杜鹃花、 栗子
花，一开就是半年。 有了公路，来玩的人
会比看紫鹊界梯田的人还多， 办农家乐
是致富方向。 ”

今年8月，路终于修通了。 刘铁华的
宏图越来越大， 他帮助亲戚在自家屋里
办起了农家乐，“有了农家乐， 我家的牛
羊更起价。 ”

武陵区：
提高义务教育生均经费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胡蔚) 记者今日从常德市武陵区
财政局获悉， 该局近期下拨秋季新学期
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共计730万元， 率先
在常德市各区县中将国家义务教育生均
经费标准由小学每生每年600元、 中学
每生每年800元， 分别提高到1000元、
1200元。 据了解， 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提
标部分由武陵区本级财政负担， 旨在进
一步改善全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提高教学质量。

平江县：
梅仙变电站竣工投产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 9月5日， 平江县110
千伏梅仙输变电工程正式竣工投产。 它
是湖南省电力公司首批110千伏国网公
司模块化建设智能变电站之一， 并列为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变电站模块化建设示
范工程。 该站位于平江县梅仙镇凤形山
村， 总投资3627万元。 担负着72个行政
村、 31个贫困村、 13.74万工农业用户的
供电任务， 供电面积达512.2平方公里，
大大提高了平江地区的供电可靠性。

“清风株洲” 正气凛凛
株洲力塑廉洁文化品牌

“文化惠民” 其乐融融
芷江村有“活动中心”，乡有艺术团，“月月乐”连续举办14年

新闻集装

老百姓的故事 长茅界放飞致富梦

“富农贷”助贫困户脱贫
洪江市创新

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刘辉霞）“我贷了5万元，以后5年每年
固定分红5000元，脱贫不成问题。”今日，
洪江市湾溪乡油榨岩村贫困户杨信贤自信
地说。当天，怀化市金融精准扶贫推进会暨
金融“富农贷”产业扶贫签约仪式在洪江市
举行。 杨信贤等3名贫困户代表坐上签约
台。

签约仪式上，洪江市扶贫办、中国农业
银行洪江市支行、 深圳市七天果辰实业有
限公司及贫困户代表共同签约， 就精准扶
贫“富农贷”使用方式、分红方式等事项签
订“四方协议”。“富农贷”是农行依托政府
增信机制，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的小额
信贷产品。 七天果辰公司与洪江市政府合
作，提升黔阳冰糖橙品质，发展黄金贡柚产
业，推进精准扶贫。

洪江市市长张龚说， 这是该市创新金
融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签订“四方协议”
后，由贫困户向农行贷款5万元，入股到七
天果辰公司； 洪江市政府对贷款进行贴息
补助； 七天果辰公司每年按10%的比例固
定给贫困户分红5000元（3000元为现金分
红，2000元作为股本金再投资），分红期限
为5年，并负责偿还本金。

洪江市农行副行长杨斌介绍， 该行计
划今年完成6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共计
3000万元“富农贷”的投放规模，目前已投
放贷款500万元。

撂荒田变身“示范田”
沈德良 胡文忠

白露时分，正值晚稻拔节抽穗。这几天，在311省道
湘乡市育 乡田坪湾段旁，一片被农民称为“干部田”的
水稻田比较热闹，附近村民时常过来看一看、瞧一瞧。

说起这片“干部田”，还有一个故事。这片田有大小4
丘，总面积5亩多，分属4个农户。去年秋冬，公路扩宽征用
了田旁的水渠。这些田的主人有的在外承包工程，有的在
经商。以前，水旱无忧时，大家还种上一季，如今断了水
源，大家就不在乎田里这点收成，抛下这片田不管了。因
为就在公路旁，这片撂荒田煞是刺眼。

今年5月，乡农技站站长李湘萍得知情况，便试着同
有关农户协商， 提议让农技站干部把它种起来。 这一提
议，得到了村民支持。

乡农技站干部全体下田。整套田里功夫，对这些“专
业人士”来说是小菜一碟。几天功夫，原本杂草丛生的田
里种上了水稻。

干部种田，成了远近一桩趣闻。有人赶来看稀奇，有
人跑来看热闹。令村民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平时穿着整齐
的干部却是种田的行家里手。于是，一些村民把这片田称
为“干部田”，当成自家种田的参照。用什么种、施哪种肥、
什么时候防治病虫，一来二去，“干部田”成了“示范田”。

乡农技站副站长李建民介绍， 农技站把这片田种起
来，原本是不让耕地撂荒，没想到当地村民却把它看作是
感受干部作风的窗口， 也成了农技站推广农业耕作技术
的窗口。干部把撂荒田变成了示范田，带动了当地村民种
田。今年，全乡基本消灭了撂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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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9月6日 第2017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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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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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6日

第 2017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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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 1040 1815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400 173 415200

2 73

� � � � 9月6日， 娄底市娄星区春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返乡创业青年刘佐 （中） 与农户一起将蔬菜装车。
目前， 该合作社已流转土地300余亩， 投资220万， 搭建了50个蔬菜种植大棚， 帮助10户贫困户每年户均
增收216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童建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钟卓文

“亲，感谢您对小店的支持……”8月
31日，记者第一次见到陈天明时，他的网
店刚收到一笔订单， 他正用左手在电脑
键盘上敲字。

陈天明是桂东县寨前镇流源村人，
今年33岁。“他小时候勤奋懂事，很小便
跟着我们上山砍柴。 8岁那年，他不慎从
树上摔下来。由于当时家里穷，没去医院
治疗，后来发现他的双手开始萎缩，这才
去医院， 可是已经晚了———肌肉萎缩造
成他双手残疾，右手更严重。 ”说起陈天
明，其母朱长容偷偷抹眼泪。

2004年大专毕业后， 学校推荐陈天
明到广东一家工厂工作， 可仅上了一天
班，他便因为双手残疾而被辞退。 但这次
经历并没有击倒他。 回到家后，他一边给
父亲打下手植树造林， 一边苦苦思索自
己到底能做什么，才能改变家里境况。 最
终，他想到了电商。

“网店运营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才有
可能做好。 ”陈天明介绍，由于身体缘故，
他只能一只手打字，为了加快打字速度，
他不停练习，手背都练肿了。

陈天明的网店最开始卖男装。 为保
证货源及质量， 他多次去供货的厂子考

察。 但这样还是不放心，他又把网店交给
弟弟打理，自己去服装厂打了半年工，详
细了解产品生产工序。 每当有客户向陈
天明咨询， 他总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
复。 他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买家的认
可，为他带来了每个月数千元的收入，不
仅日常开销不愁了， 还把当初看病欠的
钱还掉了。

现在，陈天明主营母婴产品，并且跟
别人合伙在县城开了一家手绘店， 把电
商和实体店结合起来， 创业路子越走越
宽。“我的实体店优先考虑残疾人就业，
希望下一步能带动一些残疾人一起来做
电商，我对他们的痛苦深有体会。 ”陈天
明说， 他以前读书的费用都是靠别人资
助的，要是能帮助到别人，他会由衷地感
到高兴。

创业记 单手“敲”出电商路

种蔬菜
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