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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孙子乐 徐虹雨）2月6日，常德市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挂
牌，首批签约入驻26家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基金规模
总额达140.5亿元。 这是继长沙湘江基金小镇后，我省创
建的第二家基金小镇。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由常德市政府与北京清科集
团联合打造，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构建基金
管理总规模超1000亿元的全国性金融管理创新区、金融
资本集聚区、新型产业发展先导区。 这既是该市“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的发展需要，也是打造泛湘西北现代化中
心城区的战略需要，更是适应融资规模快速扩展、融资
结构加速调整的需要。

近年来，常德市大力实施“引金入常”工程，推动泛
湘西北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持续发展，形成了较好金
融生态。 2017年，全市存款余额为3000多亿元，贷款余
额近1600亿元，上市公司5家，均位居全省前列。

与常德合作的清科集团是中国创业与投资行业领
导者。 清科基金小镇揭牌后，合作双方将共同成立一支
母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举办“柳叶湖基金峰会”，开
展人员培训，通过资本招商，引进一批优质企业落户常
德。 为了扶持清科基金小镇发展，常德市在税收、招商、
人才引进以及投资基金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与补
助政策。

对常德而言，清科基金小镇揭牌，可以创新激活金
融产业，把基金管理人才引入常德，让各类投资基金向
常德集聚，让更多企业落户常德发展。 同时，为当地产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按照发展规划，清科基金
小镇经过6年培育期、发展期，将逐步走向成熟，届时基
金注册将达100支以上，基金管理企业达到30家以上，基
金管理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

� � �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马永忠 陈程）2月5日
上午，在“国家级文化馆”邵阳市文化馆，已放寒假的中学生张茜阳
站在数字化书法体验馆高新技术与传统书法“联姻”体验台前，兴
致勃勃地摹写古代大家书法。 邵阳市文化馆馆长朱国强介绍，该馆
建有功能室（厅）25个、辅助功能室（厅）11个，包括书法、VR、戏曲、
舞蹈、摄影等数字化互动体验室，去年9月开馆以来，已为3万余名
群众提供文艺培训、排练、演出等优质服务。

近年来，邵阳市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加快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 市里出台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
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年行动
（2017－2019）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力争到2020年，全市实现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体育场地达到4000个以上，各县（市、区）全
面完成“四馆两院一场一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育馆，数
码影院、大剧院，文化广场和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

邵阳市还积极探索吸纳社会资本等新路子，投入近19亿元，新
建地标性建筑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心。 文化艺术中心由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城市规划展览馆与大剧院、综合楼
“五馆一院一楼”构成，去年均已投入使用；体育中心各场馆主体工
程已完工，今年将成为第十三届省运会成年赛主赛场。

同时，各县（市、区）集中力量，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 目前，城步民族文化体育中心、绥宁民族体育广场、武冈
博物馆等项目相继建成，或在抓紧建设中。 邵阳市还建成乡
镇综合文化站221个、 乡村文体小广场4000多个、 农家书屋
5544个、全民健身路径600余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
基 层 服 务 点
4478个， 逐步
形成了市、县、
乡、 村四级公
共文化基础设
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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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常德 提供正能量 传播好声音
常德市“五大家”领导慰问湖南日报社

常德分社
湖南日报2月6日讯（李寒露 姜鸿丽）今天，常德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五大家”主要领导，
来到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慰问分社全体工作人员。

常德“五大家”领导兴致勃勃地询问了新湖南大屏的操
作程序，来到采编室观看了采编流程，对每个工作人员送上
了新春的祝福。

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负责人简要汇报了2017年分社的工
作情况，以及融媒体建设进展。 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德睿说，今天“五大家”的10名市级领导来到湖南日报社常
德分社，体现了对常德分社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常德分社多年
来一直以饱满的热情宣传常德，写出了大量有高度、有深度、有
温度的新闻报道，极大鼓舞了常德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 尤其
是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率先推出的全国扶贫典型王新法，让大
家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为全市脱贫攻坚提供了正能量。 目前，常
德正在大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全市上下形成了空
前的氛围，并取得突出成效。 他希望常德分社继续为常德经济
社会发展鼓与呼，为常德提供正能量，传播常德好声音，为常德
各个方面的工作再上台阶助力加油、添砖加瓦。

这个青年“亚克西”！
新疆维吾尔族青年邵东献爱心，为

100名群众赠送3万余元现金和物资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金娜 王缤
辉)连日来，新疆维吾尔族青年阿卜杜热伊木·托合提瓦柯爱
心捐赠的善举感动了邵东人民， 大家在微信朋友圈中纷纷
传递他献爱心的消息，并为他点赞。

2月2日上午，一场瑞雪过后，新疆和田市在邵东县经商
的阿卜杜热伊木·托合提瓦柯，在邵东县民族宗教局工作人
员陪同下，来到县城和牛马司镇麦子口村，为该县100名环
卫工人和贫困村民每人赠送了1袋大米、1桶食用油和200元
现金红包，总价值3万余元。

阿卜杜热伊木·托合提瓦柯现年27岁，2013年来到邵东
经商，至今已近5年。 他从街头烤羊肉串起步，再到进店经
营，生意越做越红火，在邵东的口碑也很好。 目前，他在邵东
县城经营着3个羊肉串摊位和1家新疆特色餐饮店。

万里援疆洒深情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振 袁玲丽

“现在国家大力援助新疆建设，我作为党培养的一名医
生，理应出一分力。 ”2月6日，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
回乡休假的罗良贤医生对记者说。

今年43岁的罗良贤是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重症病
房主任，从事危急重救治工作20多年。 2017年2月，他受组织
委派，赴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参加
为期一年半的援疆工作。

“托克逊县人民医院收治危重病人能力弱、 转诊率较
高。 ”为改变这种局面，罗良贤每天带领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同事们，一起进行诊断、查房，并经常为当地医生做全科操
作培训，耐心细致讲解相关手术、护理和应急处置等知识。

托克逊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艾克拜尔·阿不来提
说：“罗医生经常手把手教我们气管插管术、 神经脉穿刺术、危
重病人营养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

援疆一年来，罗良贤组织并参与抢救195人次，其中加
班抢救危重病人30多人次。 他用精湛医术，在托克逊留下一
个个动人故事。

2017年3月2日深夜，维吾尔族农民布努尔·提拉江感到
胸闷、呼吸急促，被送到医院，CT等检查还未做完，其病情迅
速恶化。 情急之下，重症科主任艾尔夏电话联系罗良贤，罗
良贤先在电话里指导施行急救措施，然后往医院赶，争取到
了最佳抢救时间，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

罗良贤作为郴州援托克逊医疗工作队队长， 还积极组
织郴州的7名医生成立专家义诊队，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到
托克逊各地义诊。组织大型义诊16次，共为5000多人次提供
义诊及健康咨询，免费发放常用药品2万余元。

罗良贤凭借高尚医德、优良作风，被我省援疆前方指挥
部评为2017年援疆工作先进个人。 同时，罗良贤受到了托克
逊县政府表扬，被评为2017年托克逊县民族团结进步和“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模范个人。

面对各种荣誉，罗良贤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剩
下的半年援疆时间，他会倍加珍惜，争取多做工作。

香沅两地情
党建一线牵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邓永松）观看欢闹的舞狮，抢答党
的十九大知识， 免费领取书籍、 音像用
品，带朋友、孩子玩一把趣味游戏……2
月4日，在珠海务工的500多名沅陵人聚
集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科技广场，参
加由香洲、 沅陵两地为在外务工人员举
办的“党的关怀春风送暖”嘉年华活动。

沅陵县南屏流动党支部书记张爱民
介绍，沅陵有2万多人在香洲打工、创业。
10多年来， 在流动党支部带领下， 凝聚
40多名沅陵籍分散党员，主动做表率，积
极完成当地党委交办的工作， 引导老乡
把他乡当故乡， 经常组织老乡参加当地
救灾、捐款等公益活动。

“香沅两地情，党建一线牵。 ”香洲区
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陈静表示，香洲
愿与沅陵同心携手， 继续做好外来务工
人员的服务，探索服务新方式，让沅陵人
在香洲安心扎根，实现梦想。

为帮助沅陵务工人员过好有温度的
春节，今年1月底起，香洲区委、南屏镇党
委联合沅陵驻广州、珠海工作联络站、沅
陵南屏流动党支部， 走访慰问沅陵籍贫
困党员。此外，还出资20多万元，包租6台
大巴车，拟于2月10日运送300名务工人
员回沅陵过年。

� � �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
员 范文丰 何斌）长沙县黄兴镇一条马路
街口的路灯坏了，今天上午有居民在党建
O2O平台上反映后，信息归口到公安交警
部门，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前往更换。 整个
服务过程，在长沙县党建服务中心大屏幕

上看得清清楚楚。长沙县党建服务中心今
天揭牌并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家县级党
建服务中心。

2017年3月，长沙县派人赴上海、
江苏、 浙江等地学习，5月启动长沙县
党建服务中心建设，并于8月初在全省

率先出台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创新13条意见，旨在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城市基
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 该中心
总投入达1200万元，总面积1200平方
米，集工作指导、党建服务、党员管理、
教育培训、特色展示于一体，具有开放
式、枢纽型、多功能、集约化、共享性5
大特点。

� � �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平实）今天，衡阳航道管理局
和衡阳市地方海事局联合开展的“打非
治违百日行动”暨航道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启动仪式，在衡阳市金果路航道码头
举行。

“打非治违百日行动”暨航道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4月底， 将加强
对采砂水域， 渡口、 渡运航道水域，水
上、水下施工作业水域和航电枢纽通航
水域等重点水域，进行《航道法》和《湖
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宣传贯彻和执法整治，集中打击、整治
一批当前表现突出的危害航道安全通
行的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重点打击乱
采滥挖、侵占航道，未经批准在通航水
域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在航道内捕
鱼、钓鱼、网箱养鱼等影响通航秩序和
航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并对停泊不用、
无人管理的“僵尸船舶”进行全面清理
整治。

开福区举办
好人事迹展演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身患癌症却坚守乡村讲台36年的教师黄
秋月；历经甲流病房、艾滋病房考验谱写
敬业赞歌的护士龙利亚……今天， 由长
沙市开福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厚德开福
满城温暖”2017年开福区好人事迹展演
活动举行。

开福区将“厚德”作为自己的名片，
近年来涌现了“全国道德模范”和“中国
好人”27人，“湖南好人”14人，“长沙好
人”49人，“开福首届道德模范”10人。 同
时，开福区建立了“好人大本营”，打造全
省首家区级好人馆———开福好人馆，倡
议大家发现身边“好人”、学习身边“好
人”、争当身边“好人”，为“好人”立碑树
传，唱响了“为国尽忠、为职尽责、为家尽
孝”的厚德主旋律。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贺上升

2月5日，隆回县北部的寒气仍在。 羊
古坳镇刘家排村肖端梅、肖翠梅、肖竹梅
三姐妹身穿工作服， 佩戴口罩和一次性
手套，双手翻飞，在抓紧加工猪血丸子。一
年多前，这“三朵金花”还是都市白领，为
传承“舌尖上的乡味”，她们加入回乡创业
大军，手工制作猪血丸子。

隆回素有制作猪血丸子的传统，是
传统年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寓意着团
圆、圆满。 现在，猪血丸子已成为在外游
子思念家乡的“舌尖念想”。

以前， 肖端梅在广州一家公司当经
理，月薪8000多元。因为妈妈制作的猪血

丸子在当地小有名气， 经常有朋友托她
购买，但妈妈年纪大了，制作猪血丸子很
吃力， 肖端梅只能购买当地工厂生产的
猪血丸子，不仅价格贵，也没有自家猪血
丸子的味道。 肖端梅想，要是自己学会做
猪血丸子， 妈妈的手艺就不会失传了。
2016年冬天，她与妹妹肖翠梅、肖竹梅商
量回乡创业，跟妈妈学做猪血丸子，将正
宗的乡里猪血丸子打造成畅销产品，可
以带动当地留守妇女脱贫致富。

回到家乡，在妈妈指导下，三姐妹一
道工序一道工序学，从选黄豆、做嫩白豆
腐、用豆腐拌猪血，佐食盐、鲜肉，捏制、柴
火熏烤……每道工序都要反复琢磨，尽量
做好。 经过一年多时间摸索，她们熟练地

掌握了妈妈教的猪血丸子的制作技巧。她
们制作的猪血丸子外表黑亮,内里红红嫩
嫩如鲜肉一般，香气四溢。 在日前举办的
隆回县第二届“朱三宝杯”猪血丸子制作
大赛中，三姐妹获得第2名，人们送她们一
个外号：猪血丸子“公主”。

地道的乡里猪血丸子很受市场欢
迎。 今年1月，三姐妹制作的6000多个
猪血丸子以及腊肉等腊制品， 被抢购
一空。“我们回乡制作猪血丸子，就是
为了传承民间这种美食文化， 不能让
传统美食在我们这一代消失。”肖端梅
说，她们准备扩大规模，带动当地妇女
加入，让“舌尖上的乡味”成为脱贫致
富的产业。

衡阳少儿舞蹈
获全国金奖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徐德荣 唐曦）日
前，衡阳群艺馆选送的少儿舞蹈《妞妞们的
板凳龙》，在第十二届“一技之长”全国青少
年春节联欢晚会暨“快乐成长·感动中国”青
少年儿童春节联欢晚会竞演中斩获金奖。

《妞妞们的板凳龙》舞蹈融入了衡阳
非遗项目“祁东板凳龙”等民俗元素，从
模拟腾挪到绞缠穿梭，起落有序、浑然一
体，仿佛“灵龙”飞舞一般。

据悉， 这次竞演是国内级别最高的
青少年艺术盛会， 竞演获奖节目将于春
节期间在央视播出。

不做都市高薪白领 回乡传承妈妈手艺

“三朵金花”要做猪血丸子“公主”

长沙县党建服务中心揭牌

衡阳开展航道安全专项整治

� � � � 2月6日，湘西经济开发区干部职工在凤凰县木江坪镇墟场介绍企业招工信息。 最近，该区发动干部
职工，抓住在外务工人员春节返乡契机，到各县市帮助园区企业招工。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新春揽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6日

第 2018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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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1040 604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52 173 147396

6 5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2月6日 第2018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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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152379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593701
27 23437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61
61624

1175404
9222140

36
2134
41808
317054

3000
200
10
5

1611 18 25 2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