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孙贤
亮 记者 蒋剑平）农忙之后凉爽的秋日，
在新邵县巨口铺镇石柱村， 文艺爱好者
们自筹资金在村活动中心门口搭建了露
天大舞台，配齐了音响和字幕屏，此后排
戏的、唱歌的、吹唢呐的，你方唱罢我登
场，好不热闹。此外，村里的舞龙队、街舞
队也在其他两个自然村不分昼夜地排练
着，整个石柱村到处可听见鼓乐声、歌唱
声，群众文化活动如火如荼。

见到记者，村党支部书记李义君说：
“太平盛世才有歌舞升平。现在村民们日

子越来越好了， 大家在精神生活才有更
高的追求。”

石柱村地处偏远，与隆回县接壤，全
村700多户、2300余人散居绵延十余公
里的丘陵地带。 该村群众文化生活一直
开展得有声有色。 解放初期， 相继成立
了祁剧团和花鼓剧团。近10年来，在县委
宣传部和县文化局的指导下， 该村的祁
剧团排练了传统剧目120多个， 每年在
县内外巡回演出近100场。

在祁剧团的带动下， 村里又相继出
现了唢呐、花鼓、管乐、舞龙、街舞5个演

出队。据了解，周边8个村有20多名文艺
骨干加入了石柱村的各个演出队， 演员
总数达到200多人。最近，村祁剧团升格
为直属县文化局管理的新邵县春风祁剧
团，并在村里挂牌；即将搬迁新址的石柱
村委会也提前搬出， 将整个村活动中心
腾出成立了“石柱村文艺活动中心”；村
支两委加强对文艺队伍的管理，将“散兵
游勇”收编成“多兵种”的村文化“集团
军”。村民们说，现在唱戏的多了，看戏就
多了，打牌赌博等歪风邪气少了，真正树
起了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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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含砷固废物处置，在环保
界是一大难题。 郴州市苏仙区钖涛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凭借其全国最新工艺
氯化提金法， 不仅能对含砷固废物进行
有效处置，还从中提取金、银、铜、铅等稀
贵及有色金属。9月14日， 该公司副总经
理何良东介绍，应用新技术，公司今年可
产黄金1吨多，还有白银、砷、铅、锌等附
属产品，可实现增加值8亿元。

据了解，在苏仙区，像钖涛环保科技
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有53家。今

年上半年， 全区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5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37.5%。

近年来，苏仙区以创建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为主线，全力营造良好的科
技创新环境，推动创业主体培育、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能力提升。该区加快科
技产业项目建设，先后实施了稀贵金属
高效提取及深加工技术开发与示范、多
金属复杂高砷物料脱砷解毒及综合利
用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等国家级、省级
重大项目， 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问题，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3项， 省科学技

术奖励5项， 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
先进区， 并被列为省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

苏仙区还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
每年开展“百家企业与百名专家对接”
“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
绿色环保”等产学研对接活动。组建
了稀贵金属、LED（发光二极管）两大
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产学研技术联盟，
并支持区内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攻关和
成果转化。 同时， 通过校企等联合，

建立起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省级研
发中心、4个市级研发中心。目前，全区
已有20多家科技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出高新技术产
品50多个、年新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30多亿元。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吴启明)近日，涟源高新
区内的湖南科比特新能源科技公司的配
电箱，启程发往印尼、泰国。总经理谭维
益介绍， 公司自今年4月初全面生产以
来， 新能源产品已经完成产值7000多万
元，在涟源市缴纳税收500余万元。

近年来， 为促进民营经济向以工业
经济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 涟源市先
后出台推进工业立市、 工业强市发展战

略和帮扶工业企业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推进重点领域技术创新，提升产
业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
化企业发展环境， 全面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

为提高企业家素质， 涟源市从2013
年开始， 每年在全市范围内选送约40名
企业领军人物到知名院校进修培训，系
统学习投融资战略、 经营管理、 销售策
略， 让参训企业家掌握经济发展最前沿

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巧。从2016年起，涟
源市调动市直部门和金融系统单位组建
高规格帮扶工作队， 积极开展为企业送
政策、拓市场、融资金、引人才、优环境，
做到帮扶服务全天候、全方位。2017年全
市精心筛选的39个帮扶对象中，35家为
民营企业。各帮扶工作队深入企业，共排
查和梳理问题85个，已经全面解决79个。
同时，主动做好民营企业“围墙外”的事
情，让企业安心生产经营。

政府支持，企业发力，涟源民营工业
企业今年实现快速发展， 已成为全市实
体经济的主力。目前，全市133家规模工
业企业中， 民营工业企业已达126家。今
年1至7月， 民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
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92.01%； 民营
工业企业实缴税收同比增长155%。三一
中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成功进入德国
市场， 今年已上缴税收为去年同期的2
倍。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肖蓓

中方县新路河镇里垄村又多了一个大学生。他就是39
岁的村支书杨修和，现在就读于怀化市广播电视大学。9月
15日，中方县委组织部向记者透露，自2016年开始，该县启
动“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如今农民大学生的就读总人数
已达108人。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培养对象，主要是户口在中
方县辖区内的村支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中共党员及入党
积极分子。通过两年半的学习，学员符合毕业条件的，颁发
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文凭。去年，得知“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泥腿杆”杨修和第一时间报了名。

2015年5月， 脑瓜子活的杨修和成立了裕农生态种养
专业合作社，种植红心猕猴桃。

在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到了品牌意识。杨修和茅塞顿
开。“没有品牌意识，水果的品质就得不到保障，这样会导
致价格混乱，吃亏的是种植户。”

下课后， 杨修和马上就去注册自己的猕猴桃水果商
标———猕恋哥。

“我们接受知识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课堂点就在种
植基地现场。”在杨修和看来，学到知识技术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更大的收获是，作为村干部，解放了思想，开拓了
眼界，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思路更加清晰了。在他看来，里
垄村要摘掉省级扶贫村的帽子，离不开发展产业。

如今， 杨修和的合作社越做越大，40户农户加入了合
作社，其中有9户贫困户。村民对他这个农民大学生刮目相
看。村里的贫困户杨英义在合作社务工，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他说：“我们的村支书上了大学眼光就是不一样，他发
展合作社，既做给农民看，又带着农民干。”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是一项全县各乡镇实行的系
统工程，它将为中方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一批高素
质的实用型人才，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培养一批实干型的
党员干部。”中方县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执行该项计划的
目标是力争到2020年全县每一个行政村的村支两委成员
中至少有一名大学生，各乡镇每年参加“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人数不低于行政村总数的20%，村村实现大学生“无
缝覆盖”。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梅

情景歌舞、戏曲联唱、原生态民间小调
组合……9月11日晚，2017年“欢乐潇湘”全
省群众文艺汇演决赛岳阳市专场在该市文
艺会展中心举行，12个从田间地头、 街道社
区脱颖而出的优秀节目一个接一个上演。

群众唱主角，草根当明星。自今年3月
以来，“欢乐潇湘·幸福岳阳” 群众文艺汇
演如火如荼，人人有舞台，个个表演精彩。

1万多群众上舞台
“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文艺汇

演由岳阳市委宣传部主办，各县（市、区）
采取“村村出节目、镇镇有演出、片区大
汇演、县城集中赛、市里精英汇”的方式
进行，为百姓提供展艺舞台。

上到80岁老人，下至3岁小孩，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 表现出极大热情。“这是
第一次登上这样的大舞台， 我们23人齐

心协力排练了两个多月。”52岁的何小菊
兴奋地说，3个月前， 她所在的汨罗市归
义镇大路铺社区一组居民自筹资金4万
多元，购买了服装、道具。

据统计，整个活动吸引近1000支社
会文艺团体演出， 参与演出的群众演员
达1.5万多人，演出节目1300多个，现场
观众40多万人次。

洞庭渔歌号子吼起来
今年来， 岳阳市岳阳楼区通过渔歌

进校园、社区、机关等，涌现出万人唱渔
歌的壮观景象。 在8月底的复赛专场上，
反映东洞庭湖渔民生活的原生态情景舞
蹈《苇岸渔歌》系列节目上演，赢得现场
观众和评委热烈掌声。

岳阳是一个“非遗大市”，基层群众
十分看重本地“非遗”。岳阳县花鼓戏歌
《我的岳阳》给人耳目一新，既保留了国
家级“非遗”项目的原汁原味，又注入了

以电声音乐元素为象征的时代气息，为
“非遗”如何坚守与创新、继承与传播创
造了经验。此外，湘阴《岳州窑韵》、华容
《马马嘟嘟骑》、南湖新区《叭一口》等，都
展示了湘北浓郁的地方风情。

一颦一笑再现幸福生活
城乡生活多姿多彩， 带来了舞台上

的姹紫嫣红。
来自屈原管理区的舞蹈《希望》吸引

了观众的眼球， 农家儿媳湛依静和一群
中年妇女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 一颦一
笑都来自田野上的春种秋收， 举手投足
间赋予劳动原始美、自然美。

表演唱《看山看水看湘阴》、独唱《笑
吧，中国的乡村》、小品《寸土不让》、舞蹈
《丰收时节》、农耕舞《湖乡春来早》等，都
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改革意识、开放视
野、忧乐情怀和时尚元素，体现了当代岳
阳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曾林
记者 龙文泱）9月16日，在溆浦县卢峰镇
漫水村， 农村电影放映队为村民们播放
了“扫黄打非”宣传片。宣传片看的次数
多了，“扫黄打非”的法规条文，村民们也
能说出一二。利用各种手段宣传“扫黄
打非”知识在该县已成常态，有力推进了
基层“扫黄打非”工作的开展。

该县用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
传“扫黄打非”知识。除农村电影放映队
为村民们播放“扫黄打非”宣传片外，县
剧院、 卢峰镇漫水村的群众文艺表演团
队， 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中
植入“扫黄打非”内容；多个乡镇将“扫黄
打非” 进基层工作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和
书香校园建设范畴； 多所中小学将教师
教案与“扫黄打非”紧密结合，通过班会、
升旗仪式、 征文比赛等形式引导学生远
离网络不良信息，“扫黄打非” 护苗行动
深入中小学校； 北斗溪镇运用“北斗之
星”微信平台，宣传“扫黄打非”法律法
规、典型案例；均坪镇在人口密集处放置
宣传栏，在赶集日发放宣传资料，自制广
播节目用流动宣传车高音喇叭逐村巡回
播放，在村党员、村民代表会上组织“扫
黄打非”专题讨论……如今，在溆浦县，
反盗版、用正版等观念已深入人心。

“扫黄打非”知识的普及促进了工作
的落实。在群众的支持下，9月8日，该县
销毁违禁六合彩资料12000余册、 盗版
音像制品3000余张。溆浦县中医院擅自
编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经群众举报后
被依法查处，没收非法编印的内部资料，
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王鹏
记者 龚柏威）9月16日，桃江县公安局对
外公布，该局破获一起虚构工程诈骗案，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何某， 追回全部涉案
赃款300万元。

据警方介绍，2015年8月9日，何某作
为甲方，与乙方即受害人肖某和刘某签订
合作协议，说自己在广东江门某航道承包
了一个疏通工程， 需办证费用300万元，
若乙方愿意合作， 需先期垫付这笔费用。
刘某和肖某商量后便将300万元现金打
到了何某的指定账户。之后，何某便玩起
了人间蒸发，而江门市航道局近两年并没
有航道疏通这个项目。 何某涉嫌合同诈
骗。今年3月23日，桃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接到肖某报警，遂立案侦查。

8月23日， 民警发现嫌疑人何某在珠
海市出现， 立即赶往珠海将其抓获归案。
随即，民警展开相关工作，终于在9月10日
将全部赃款追回，并返还给了受害人刘某
和肖某。目前，嫌疑人何某已被刑事拘留，
追回的300万元赃款已返还给受害人。

苏仙区激活发展新动力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已占GDP37.5%

精心孵化 重点帮扶

涟源做强民营实体经济

中方县：108名“泥腿杆”
圆了大学梦

洞庭湖畔，百姓歌舞乐翻天
———2017年“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文艺汇演综述

9月17日， 城步苗族
自治县南湖公园，市民在
观看宣传画。 近年来，该
县创新载体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在城
市的公园、 沿河大道、广
场舞聚集地等公共休闲
场所， 绘制精美醒目墙
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
用。
严钦龙 彭贤良 摄影报道

新载体宣传
核心价值观

溆浦：
普及“扫黄打非”知识

虚构工程
诈骗300万元
桃江公安辗转千里追回

6支演出队 活跃小山村
新邵县石柱村群众文化好热闹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09 2 9 8 7 9 3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3059029.3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53 7 7 8
排列 5 17253 7 7 8 9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17日

第 2017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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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1040 66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99 173 259327

3 6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9月17日 第2017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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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360507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29638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95
47610

1019017
7049837

29
1709
37743
263772

3000
200
10
5

1614 18 21 2316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要不是彭其德，一个生命可能就没了。我们为他勇敢救人
的精神点赞！”9月16日， 双峰县走马街镇龙口村党员彭其
德勇救溺水女孩的事迹，在当地不少微信群转发。

16日下午5时左右， 走马街镇金坪村党支部书记刘
建平开车路过龙口村明楼组明里塘时，发现一个10岁左
右的小女孩拿着小竹竿在塘边来回走，她以为小女孩在
玩水，于是下车走过去，想提醒她不要玩水。走近一看，
见水塘边放着两个书包， 小女孩也显得惊慌失措。 刘建
平环顾四周， 发现塘中有个人在水中挣扎， 立刻大喊救
命。

这时，送货回家的彭其德路过这里，听到呼救声，立马
飞奔过来，把手机、钱包一扔，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就纵身
跳入1人多深的水中。他奋力游到离岸边4米多远的落水女
孩身边，从后面抱住女孩，托出水面。然后，他抱住几乎失
去知觉的女孩游向岸边，最终把她救回岸上。

事后得知，被彭其德救上来的小女孩姓刘，当天到同
学家玩，回来时不小心掉入塘中，陪她一起的小女孩见到
同伴落水，便用竹竿去救，却无能为力。

记者电话采访彭其德时，他说：“这没什么，我只是做
了一个党员该做的。” 据了解， 彭其德2011年11月入党，
2013年被评为镇优秀共产党员。

党员彭其德勇救溺水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