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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7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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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1040 256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73 173 64529

2 0 3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陆剑南）9月26日至28日， 中秋、国
庆节前夕，为防止“四风”问题反弹，营造
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省纪委会同省教
育厅、 省审计厅等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三个监督检查组，对
部分市州、教育部门、高等院校开展了重
点抽查。

这次检查采取查看账目、调阅资料、
现场询问等方式进行明察， 同时对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及周边酒店饭店、商
场超市和办公场所进行暗访。检查中，各
检查组对各级纪委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九项规定精神，开展治陋习、树新风

工作情况和各级纪委、 教育部门开展中
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情
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并就是否存在
违规公款购买月饼等、 违规收送节礼、违
规公款吃喝、违规操办婚丧喜庆、违规发
放津补贴、变相公款旅游、违规配备使用
公车、违规配备办公用房、违规摊派和报
销费用以及涉赌涉毒等问题进行了检查。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
对各检查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梳理汇
总，形成线索汇总清单，督促有关部门对
检查中发现的疑似问题线索进一步调查
核实， 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予以责
任追究，对典型问题通报曝光。

省纪委节前开展监督检查

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陈润）
今天上午，白俄罗斯共和国博布鲁伊斯克市市长、执行
委员会主席斯图特涅夫·亚历山大率队抵达衡阳市考
察。衡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会见了斯图特涅夫·亚历山大
一行。随后，两市签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

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在会见中表
示，希望两个城市之间不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开展交
流与合作，并期待两个城市在合适的时候正式签约成为
友好城市。 斯图特涅夫·亚历山大介绍了博布鲁伊斯克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初到衡阳就被干净整
洁的市容环境所吸引，衡阳与博布鲁伊斯克是彼此省州
的第二大城市，今天结下的美好友谊，会使两个城市之
间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天，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与斯图特涅夫·
亚历山大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衡阳市和白俄
罗斯共和国博布鲁伊斯克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
书》。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
体育、卫生、人才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
进双方共同繁荣发展。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王曦）9
月29日晚，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视频
会，就国庆、中秋假期全省道路交通安保
工作做动员。据研判，今年国庆中秋假期
全省道路交通流量将大幅上升， 全省旅
游接待人数、 道路旅客运输量将分别达
到5000万和1650万人次, 给交通安保带
来沉重压力。

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省交
警部门将聚焦路面管控， 坚持秩序整治
和事故预防并重， 强化路检路查， 依托
省、市、县三级交警执勤站点，严把出站、
出城、上高速和过境四道关口，对7座以
上客运车辆落实“六必查”。城市道路、高
速公路要以优秩序、保畅通为主，县乡道
路要以防事故、保安全为主，以良好的秩
序来促畅通、防事故、保安全。10月1日8
时至10月8日20时，京港澳高速杨梓冲至
李家塘路段限制货车通行， 相关支队要
提前做好货车限行的交通管制预案，督
促道路经营管理单位设置好禁令标志、
交通诱导标志， 沿线收费站停止发放货
车通行卡。

国庆期间，交警总队机关全员上岗，
由总队领导或处室负责人带队， 成立14
个督导组，每个组负责1个市州，赴一线
督查指导。总队每日将派出5个机动小组
对口支援枣木铺、新晃、小塘、羊楼司、金
鱼石等5个高速公路省际卡口， 安排3辆
移动视频车分赴长常、京港澳、沪昆等3
个大流量高速路面督导检查。

■链接

国庆、中秋全省
高速公路行车指南

【易拥堵路段】
1、G5513长张高速 长沙至益阳段、

益阳至常德段；
2、G4 京港澳高速 长沙段、岳阳段、

湘潭段；
3、G60沪昆高速 湘潭段；
4、S50长韶娄高速 长沙段、湘潭段；
5、S20长浏高速 长沙至永安段。
【易拥堵的服务区】
1、G5513长张高速 宁乡、益阳服务区；
2、G4京港澳高速 小塘、苏仙、宜章、

永兴、耒阳、雁城、朱亭、长沙、巴陵、平江、
临湘服务区。

【易拥堵的枢纽互通】
S41长潭西高速与S50长韶娄高速

交汇的赤江枢纽互通 、S41长潭西高速

九华收费站与G60沪昆高速之间的连接
线、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与S41长潭西高
速交汇的含浦枢纽互通，S20长浏高速与
G4京港澳高速交汇的长沙北枢纽互通、
G4京港澳高速与G0401长沙绕城高速交
汇的李家塘枢纽互通，与G60沪昆高速交
汇的殷家坳枢纽互通 ，G60沪昆高速与
S61岳临高速交汇的塔岭枢纽互通。

【易拥堵的收费站】
G5513长张高速长沙段的长沙西互

通 ，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学士互
通，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雨花互通。

重点路段绕行方案
① G5513长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

绕行建议
往返于长沙、益阳的车辆可选择319

国道和宁乡大道出行， 或选择金洲大道
至宁乡转益宁城际干道直抵益阳； 或在
益宁城际干道与益阳绕城高速金盆山互
通上益阳绕城高速绕开资江二桥、 朝阳
收费站互通等拥堵路段， 在迎风桥枢纽
转回G5513长张高速西行。

② G5513长张高速长沙至常德段
绕行建议

往返于长沙、常德的车辆可选择S60
长韶娄高速往西行驶经龙塘互通转G55
二广高速往北行驶至常德。

③ G4京港澳高速长沙到湘潭段绕
行建议

南下车辆可在K1484处的杨梓冲互
通转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行进入S21
长株高速，至龙头铺互通转G60沪昆高速
西行， 从殷家坳互通转回G4京港澳高速
南下； 北上车辆可以在K1528殷家坳互
通转G60沪昆高速东行，至龙头铺互通转
S21长株高速北上， 至杨梓冲互通转回
G4京港澳高速北上； 往返于长沙株洲的
车辆可在K1493长沙北互通转S20长浏
高速至长株枢纽互通转S21长株高速通
行。

④沪昆高速湘潭段(殷家坳互通-塔
岭互通) 绕行建议

从G60沪昆高速龙头铺互通往北转
S21长株高速，经干衫互通转G0401长沙
绕城高速东南段和西南段， 也可选择往
北经S21长株高速的黄花互通转G0401
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和西北段。 再经长
潭西高速 、 长韶娄 、S61岳临高速再转
G60沪昆高速或前往贵州、 云南等省，省
内前往怀化、邵阳、娄底等市州的车辆可
直接选择与沪昆高速平行的长韶娄-娄
怀高速通行。 沪昆高速和长韶娄高速是
互为分流路段， 请驾驶员及时关注路况
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线路。

两节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达1650万人次

市民出行宜选避堵路线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谢春）在长沙乘高铁可“刷脸”进
站了。今天，高铁长沙南站启动脸部识别
验证验票系统， 旅客持身份证和车票即
可“刷脸”进站。

记者在长沙南站东广场看到， 验证
口安装了6台自助验证机。一名旅客手持
二代身份证和火车票， 一起插入验证口
的一台白色机器卡槽里，机器取景框里马
上出现旅客的影像。机器验证票、证、人合
一后，闸门自动打开，旅客即可通过。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旅客使用自助

验证机最快仅需3至5秒即可进站。 旅客
使用自助验票时，需摘掉口罩、墨镜、帽
子等，保持面部无遮盖。

车站提醒，身高超过1.2米的小孩，没
有身份证不能使用自助验票。 车站人工
验证通道仍同时运行。

目前， 脸部识别验证验票系统仅在
东广场应用，预计10月底前，西广场也将
应用该系统。

随着国庆黄金周临近， 长沙南站客
流再创新高。9月30日预售车票逾14万
张，客流突破15万人次。

长沙乘高铁可“刷脸”进站
长沙南站启用脸部识别验证验票

不断增进了解
密切交流合作
衡阳市与白俄罗斯博布鲁伊斯克市

签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杨元崇
彭业忠）9月30日早上，山岚氤氲，一只仿古
船停靠在酉水河芙蓉镇码头边。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州级“总河长”龙晓华
及自治州9个县(市、区)“河长”，逐一登船巡
酉水河部分河段，察看了解水体环境、岸线
管理、排污口管理等情况。这是自治州全面
推行河长制巡河工作的一个场景。

巡河过后，州级“总河长”龙晓华在船上
主持召开2017年第一次总河长会议， 推进
自治州河湖系统保护和水生态环境改善。

既汇总治水成绩，也正视存在的“短
板”。自治州今年起全面推行河长制，各县
(市、区)及所辖115个乡镇(街道)全部出台
河长制工作方案，是全面完成河长制工作

方案的5个市州之一。抓住“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 自治州强力推动河长制工作责
任落实，已全面建立州、县、乡（镇）、村四
级河长制体系，各级河长合计2118名，实
行“一河一长、一河一档、一河一策、一河
一亮点、一年一考核”，推动河道环境、河
库面貌明显改善。

下一阶段， 自治州在全面完善全州
368条5公里以上河流河长制工作基础
上， 狠抓5公里以下河流及687座小Ⅱ型
以上水库河长公示，全面建立健全河长组
织体系。重点整治水上违规养殖，清理取
缔非法设置及碍航的网箱网具。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 定期打捞清运水面垃
圾，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垃圾入河。

喜迎十九大 和谐邻里情
9月30日，社区党员与78岁的失独老人易元满（右二）聊天。当天，长沙市天心区

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开展唱革命歌曲、慰问贫困居民等活动，展现出基层社区“喜迎
十九大·和谐邻里情”的美好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叶君林 摄影报道

自治州2118名河长学大禹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李起）9月28日，世界品牌实验室
和世界经理人集团在香港发布2017年
《亚洲品牌500强》排行榜。湖南广电首次
跻身亚洲品牌百强之列，排名100位。

据悉，在此次亚洲品牌榜中，湖南广
电在亚洲广播电视行业高居第2，仅次于
中国中央电视台。 今年6月份已发布的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湖南广电由第
80位升至第70位， 品牌价值升至507.85
亿。世界品牌实验室分析报告指出，湖南
广电在坚守社会效益方面亮点不断。今
年以来， 湖南卫视已接连上档《我是未
来》《儿行千里》等公益文化类节目；全台
通过新闻报道和品牌节目， 使精准扶贫
等公益帮扶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湖南广电
跻身2017亚洲品牌百强榜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余惠芳） 今天是我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当
天， 韶山全体市级领导及社会各界代表怀着
崇高的敬意，齐聚韶山烈士陵园纪念塔，举行
向烈士敬献花篮活动， 深切缅怀烈士的不朽
功绩，大力弘扬烈士精神，表达不忘初心、继
续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韶山烈士陵园内，苍松矗立，翠柏低垂，
高高耸立的纪念塔肃穆而庄严。14时20分，伴
随着低沉婉转的乐曲， 烈士纪念日活动正式
开始。礼兵抬着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正步走向纪念塔， 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随
后，全场肃立，向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大
家还来到烈士塔以东的六亲台，瞻仰毛主席6

位亲人铜像并敬献花篮。
站在烈士塔前， 献上一束花， 敬上一个

礼，表达无尽的哀思。来自衡阳的罗女士在烈
士陵园的塔前献上鲜花后，又来到主席的6位
亲人铜像前深深三鞠躬。罗女士说，这是她第
4次来韶山，这次是特意选在烈士纪念日这天
来参观，比平时更有意义。

平江隆重举行
烈士纪念仪式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淼源）今天上午，平江县烈士陵园
内，草木葱茏，烈士纪念碑正面“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平江县全体
县级领导及干部群众、 学生代表等近
1000人肃立于前， 深切缅怀先烈的不朽
功勋。

平江县是著名革命老区，发生过“平
江起义”“平江惨案”“三月扑城”等重大革
命历史事件，牺牲了25万优秀儿女，其中
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2.1万人， 占湖南
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通讯员 李川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9月28日，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正源村
村民自发组织，为本村22位革命烈士举行公祭。

公祭在苏仙区原正源乡苏维埃政府、郴
县武装暴动营连部旧址———正源村王氏宗祠
举行。

不少在外工作的村民特地赶回家乡参加
活动， 大家对这次祭祀活动的重视程度甚至
超过了春节。 在外经商的村民王海青说：“一
听到村里要公祭烈士的消息， 我就决定要回
来参加。”

王氏宗祠里，庄严肃穆。全村党员干部、
烈士亲属、学生代表近300人面向革命烈士纪

念牌列队肃立，齐声高唱国歌，肃穆一分钟。
学生代表、烈属代表向烈士纪念牌敬献花篮，
并向烈士三鞠躬。随后，全体人员参观了正源
村革命纪念室。

参加公祭活动的小学二年级学生王媛激
动地说， 以前只在电视上、 书里读到革命故
事，今天听烈士亲属讲当年故事，实地感受庄
严肃穆的氛围，很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 一定要铭记先烈的丰功伟绩， 好好学
习，报效国家。

正源村位于苏仙区西北部。 在湘南起义
中，该村为郴县暴动北部片中心，有22人在湘
南起义中牺牲。村干部介绍，村里已决定，以
后公祭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韶山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周金红 周继松 杨志富

鲜花慰英灵，誓言诉衷情。9月30日，烈士
纪念日，全省各地烈士陵园、纪念馆等烈士纪
念场所人流汇聚，人们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庄
严肃穆献花、敬礼，纪念革命英烈，表达崇敬
之情。

“每一位烈士都将永垂不朽！正是无数英
烈和革命先贤艰难探索、前仆后继地斗争，建
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实现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正是无数烈士无私奉献、敢于
牺牲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全国亿万军民，排
除万难，接续奋斗，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 民生福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
善提升。我们要永远铭记革命英烈的功绩，继
承他们的精神。”当天上午，省会各界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烈士纪念
塔前举行，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各界群众代
表1500人参加活动，观看纪念陈列馆。

鲜血染就红旗，生命铸就辉煌。在历次革
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有近40万三湘儿
女献出了宝贵生命， 其中被正式追认烈士并
收入《湖南烈士英名录》的就有12.4万人，他们
的崇高精神值得永远纪念。 来自株洲市荷塘
区的张光明老人在烈士公园烈士事迹陈列馆
仔细阅读烈士事迹介绍，驻足良久，他感慨革

命英烈的伟大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是人世间
最感人的正气歌、最恢弘的正能量。在这个特
殊日子里、来到特殊的地方，看着烈士们的事
迹，越发感觉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一首首革命歌曲回荡在平江、桂东、龙山
等革命老区烈士陵园的上空， 市民排着长队
将一束束黄菊摆放在纪念碑前座，鞠躬默哀，
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墓园， 表达心中
无限思念。

今年67岁的烈士遗属陈珍碧在龙山县烈
士陵园集中迁葬烈士墓区， 献完花后热泪奔
涌。 这里长眠着她的丈夫吕长林。1976年，吕
长林在龙山县乡镇任武装部长，有一次，上级
组织120名民兵进行实弹投射训练，一名叫王
福云的民兵，没有把手榴弹扔出去，落在了跟
前，千钧一发之际，吕长林一把推开王福云，
自己扑倒在手榴弹上。王福云得救了，吕长林
却壮烈牺牲，年仅29岁。陈珍碧告诉笔者，丈夫
牺牲时，她25岁，孩子最大的才2岁，还有老人需
要抚养，这么多年来，在艰难日子里，党和政府
没有忘记他们， 她的儿子退伍后被安置在民政
部门上班，如今，一家人生活很幸福。

当天一大早，娄底市600余名干部群众来
到娄底烈士陵园凭吊英烈，开展“缅怀烈士功
绩、弘扬革命精神”烈士公祭活动。市民政局
干部李瑛在活动现场表示， 纪念革命烈士的
过程，就是接受教育、洗礼灵魂的过程，心中

明灯璀璨，才能砥砺前行，要继承先烈遗志，
把不怕牺牲、不惧困难、不畏艰险的坚定信念
转化为在本职岗位上干事创业的动力， 履职
尽责，攻坚克难，创先争优。

最好的纪念是赓续英烈精神， 凝聚民族
复兴强大力量。纪念日当天，各界人士在祭奠
烈士时纷纷表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是一场新的长征，需要我们以英烈为榜样，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攻坚克难、奋发作为。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在该县纪念活动仪
式上表示，坚持和发扬好先烈精神，把对先烈
最深情的思念和最崇高的敬意， 化作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动力， 奋力谱写桂东发
展新篇章，是我们这代人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新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剑宏说，新化
县优抚对象多、烈士多，我们将全面落实烈属
抚恤优待政策，密切与烈军属联系，及时为烈
军属排忧解难， 切实增强烈属的获得感和荣
誉感；深入挖掘和弘扬烈士精神，加大烈士精
神宣传力度，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烈士、关爱
烈属，让烈士精神一代代薪火相传。

让烈士精神一代代薪火相传
———烈士纪念日侧记

村民自发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