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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周俊 刘芾
陈雯）“在厕所水箱中加入小砖块，减少
水量，一年下来可以节省不少水资源。”
3月21日，在娄底市水利局，副局长刘诗
育就节水小窍门侃侃而谈。通过开展节
水型单位创建活动，娄底市的公共机构
大兴节水之风，于“点滴”之间彰显文
明。

去年来，娄底率先在公共机构中开
展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 通过文明创
建、制度化管理和节水设施配套，形成
了“家家参与，人人节水”的良好风气。

目前，已有15家市直单位、44家县（市、
区）直单位成功完成创建。根据工作计
划，到2020年，全市50%以上市级机关
和30%以上的市级事业单位， 都将建成
节水型单位。

娄底出台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创
建活动方案、细则，要求全面提高水资
源利用率， 加大用水设施的节水改造，
开展工作人员节水知识培训；在各创建
单位开展用水计量、 节水设备安装、水
资源循环利用等一系列标准化建设；实
行节水保证金机制，对建成验收的予以

返还和奖励， 对未达标的进行通报；广
泛开展“节水小窍门”征集和推广活动，
通过关注细微的工作生活，达到“点滴”
之间尽节约的目的。

同时， 该市多渠道开展水资源节
约、利用和保护的宣传教育，发放节水
宣传手册5000余册， 制作节约用水标
语牌1250块，营造出全社会关心、节约
和保护水资源的浓厚氛围。通过一系列
措施和活动，娄底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
的节水经验。其中，娄底市第一中学建
设生活污水再利用系统，将生活污水过

滤后用于厕所和绿化用水，每天能节水
30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将绿化浇灌
改为雾化喷水，实现公共区域节水龙头
的全覆盖，杜绝“跑冒滴漏”和“长流水”
现象。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胡林涓 陈伊乐 ）3月21日，记
者在郴州市石榴湾生态公园低洼地带
看到7个形状各异、 大小不一的蓄水
池。附近的居民说，水池用来收集天然
雨水， 为公园喷灌花草树木提供了充
足水源。 在公园建设蓄水池喷灌花草
树木， 这是该市建设节水型城市的重
要举措之一。

受地形、气候等影响，郴州降水时空
分布不均， 存在季节性、 区域性缺水。
2013年以来，该市以创建国家节水型城
市为抓手，累计投入7.5亿元用于节水设
施建设和节水技术推广， 提高城市用水
效率。先后实施水管改造、“一户一表”等
工程， 改造水管256条、460公里， 完成
“一户一表”17.8万户，建设污水处理厂4
个，日处理污水能力达26.5万立方米。大

力普及节水器具，组织机关单位、企业、
小区更换水嘴、便器，在公园推广喷灌、
滴灌、微灌等技术。

同时，郴州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
先后出台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奖惩办法
等。对市城区非居民生活用水、特种用水
实施计划用水， 对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进
加价；对居民生活用水实施阶梯水价，市
民节水意识明显提高，淘米水浇花、刷牙

时关掉水龙头、 洗菜水冲卫生间等已成
为人们的习惯。目前，郴州市共有37家企
业（单位）被评为省节水型企业（单位），
覆盖率达30.3%；10个小区获评省节水
型小区，覆盖率达5.8%。

郴州市城管局水务办负责人王利华
介绍，近几年城市供水、工业用水、生活
用水、水管漏损率逐年下降。去年，郴州
成功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王希台 成志超） 对湘潭盘龙大观园玫瑰
园园长宋长建来说， 拿着水管给每株玫瑰树
浇水的场景在去年底已成为历史。今天上午，
宋长建拧下阀门，玫瑰园中喷头旋转喷射，无
数小水珠顷刻间均匀地洒落在地上。 他笑着
说，今年夏天可以从浇水任务中“解放”出来
了。

去年12月， 盘龙大观园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 园内全面铺设了管
灌、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设施，新增滴
灌面积80余亩、喷灌面积1000亩。采用高效
节水系统后， 盘龙大观园每年亩均可减少用
水量80%，每年可节省水费10万多元，还可大
量减少抗旱过程中的劳动力配置， 每年至少
可减少人工工资80多万元。

近年来， 湘潭市着力转变农民用水观
念，推进全市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提高农业
用水效率和效益。2017年，湘潭市完成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建设面积1.8万亩，完成项目
投资4083万元。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民办公
助、先建后补”试点，鼓励和引导村组集体、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展经济作物种植区高效精准灌溉设施建
设， 全市16个试点项目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1700多万元。

湘潭市水务局负责人表示， 高效节水灌
溉的快速发展，实现了节水、节肥、节本、节
劳，高产、高效、高品质，为全市节水型社会建
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郴州成功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娄底公共机构争作节水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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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肖晔 虞槟宇）今天，以“人文
圣地 大美湘潭”为主题的湘潭市春季
乡村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湘乡市金石镇

举行。数千游客齐聚金石，共同欣赏金
黄灿烂的油菜花。

金石镇是湘乡重要的粮食生产基
地，也是著名的“状元之乡”。比起其

他地方的油菜花， 金石镇最大的特
色在于面积广， 这里1.2万亩油菜花
成片盛开，似一片金色的海洋。来自
江西萍乡的喻西林出差时刚好路过
金石，看到万亩油菜花，忍不住连连
点赞：“这景色实在美不胜收 !”

此次旅游节由湘潭市旅游外事侨
务港澳局、湘乡市人民政府主办，将持
续至4月底。

花海撬动赏花经济
江背镇今年来旅游人数已超40万

人次，总收入达1560万元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许倩 徐娟）

油菜花开得正旺，金黄金黄；萝卜花白得晃眼，在春风中忽
闪笑脸……今天上午，在长沙县江背镇五福村，几名妈妈带
着孩子快乐地拍照。江背镇负责人介绍,从元旦节到3月20
日，该镇旅游人数已超过40万人次，总收入达1560万元。

江背镇5.3万亩良田，其中2万亩种植了油菜，从上个月
开始，来赏油菜花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锦绣江南、龙头井、
五福土生情等几个比较旺的赏花点人气最旺。 花海经济效
益显著使当地一些人看到了商机。 江背镇金洲村在风景秀
丽的浏阳河渡口， 在长沙城做房地产生意的赵女士回乡在
这里建起了民宿。她邻居有一家人在海南开连锁餐馆，今年
春节回家看到家乡建设这么好， 决定把餐饮的重心移到家
乡来。乡亲们说，花海经济的兴旺,一是得益于政策越来越
好，二是得益于国家推进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带来的好
机遇。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向云清

3月18日，芷江侗族自治县禾梨坳
乡古冲村周代岩家热热闹闹， 举行女
儿结婚喜宴。但没有放烟花爆竹，没有
搭棚设拱，也没有婚车堵道，只有村里
移风易俗文艺演出服务队免费表演了
快板说唱、小品、舞蹈等节目。“我们家
这次办喜事，既热热闹闹，又没有铺张
浪费。”周代岩乐呵呵地说。

古冲村是一个偏远小山村， 过去
贫穷落后。近年来，该村发展柑橘等产
业，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目前，
全村共种植柑橘8000余亩、 猕猴桃
1000余亩。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接
近1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6万元，被
评为全国生态文明村、 省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等。

村民的钱包鼓起来了， 铺张浪费
等现象随之而来。婚丧喜庆大操大办，
有的连改个大门也要办场酒， 一度攀
比成风。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其中就有‘乡风文明’的要求。”
禾梨坳乡党委书记罗建军说， 振兴乡
村，推进移风易俗势在必行。

2月6日， 县纪委召开七届三次全
会，把开展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 古冲村党
支部书记龙四清说， 村里随即成立了
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监督委员会、
理事会，并按程序在《村民自治章程》
中增加了移风易俗的内容。 村移风易
俗工作理事会下设酒席服务队、 文艺
演出服务队和劝导队等。3月初， 各家
各户向村委会递交了“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承诺书，承诺“婚事新
办，丧事俭办，其他事不办”。

村民周代岩去年种柑橘就赚了2
万多元，加上其他收入，手头宽裕了，
还住上了新房。今年嫁女，原打算摆上
二三十桌，再去外地请表演队，大办一
场。

“为了让老周家节俭办婚宴，村里
劝导队‘三顾茅庐’。”罗建军说，以放
烟花爆竹为例， 村里倡导用电子鞭炮
代替。 周代岩一开始有疑虑， 后来一

想，觉得电子鞭炮还蛮响，不会污染环
境，也不花钱，便同意了。

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不能只
是动动嘴皮子， 还有必要为老百姓搞
好服务。古冲村支书龙四清介绍，对于
符合要求的婚丧事， 由村移风易俗工
作理事会免费提供桌椅板凳、碗筷、厨
师、文艺演出等服务（不含食材、酒水
等），费用由村集体买单。“这笔费用估
计每年为2万多元，我们花小钱，百姓
省下大钱。”龙四清说，下一步，村里准
备成立移风易俗基金会。

“省钱又热闹，咋不高兴？”周代岩
算了一笔账，光鞭炮一项就省了2000
元，加上免费的文艺表演和酒席服务，
他家办一场婚宴至少省了5000元。

“婚丧喜庆连打连，搞得我们脑壳
打转转……”在周代岩女儿婚庆现场，
文艺演出服务队队员周代理自编自演
的快板说唱《愁死了，烦死了》，引得村
民们哈哈大笑。“这个快板讽刺的就是
铺张浪费现象， 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出
来更带劲。”村民周军说，以后他也移
风易俗，节俭办事。

汉寿纪检监察
“每月一课”练好兵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黄立伟）“职务
犯罪侦查审讯中，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过程
大致可分为对抗阶段、 动摇阶段……”日
前，汉寿县纪委、县监委“每月一课”业务
讲堂开讲，从县检察院转隶到县监委的干
部曾献忠就职务犯罪侦查审讯讲了一课，
赢得大家好评。

汉寿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并与县
纪委合署办公后， 为提高干部业务能力，
开办了“每月一课”业务讲堂，在每月工作
例会上安排1个学习主题， 由机关各室派
人轮流授课，重点讲授纪检监察理论及相
关业务知识，分析实际案例，并开展讨论
交流。“我们将苦练内功强本领，打造一支
战之能胜的纪检监察铁军！ ”县纪委、县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桃江农村党员
集中上电商课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通讯员 卢静
记者 龚柏威)� 3月21日， 桃江县修山镇莲
蓬嘴村70岁的孟大爷打开微信， 把自家
的土鸡、 鸡蛋、 菜园里蔬菜的照片进行
更新。 “今天又做了几笔生意呢。” 孟大
爷笑着对老伴说。

孟大爷做微商， 是今年初参加修山
镇农村党员冬春训时学的。 此次农村党
员开展冬春训集中培训， 桃江县委首次
把农村电商列为培训内容。 修山镇党委
邀请县商务和粮食局电商专家胡建保，
过来上了一堂电商课。 一些党员听了课，
回家就学着做微商。 花桥港村村委会主
任符宇峙还把村里40多位党员召集到一
起， 商量搭建电商平台。

炎陵发放
万余“脱贫树苗”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张和生 梁林强）3月19日，炎陵县霞
阳镇村民潘田发在房前屋后挖坑、 培土、
浇水，种上了7株桂花树苗。

据介绍，这些树苗是炎陵县林业局免
费赠送的。最近，炎陵县为建档立卡贫困
农户免费发放桂花、罗汉松、闽楠等珍稀
绿化苗木1.2万余株。这些树苗被称为“脱
贫树苗”， 大部分被农户种在自家庭院周
边，以绿化、美化居住环境。为提高苗木成
活率，县里还派出100多名林业技术人员，
赴各地指导栽种。

一地黄花分外香
湘潭市春季乡村旅游节启动

新闻集装

望城区“组织约谈”
助推党建责任落地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杨鑫 罗雅洁）3月中旬，长沙市望
城区委组织部先后对近两年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成绩排
名靠后、党建工作明显滑坡的9个街镇、区直单位的党组织
书记及班子分管成员，进行了组织约谈，用面对面、一对一
方式推动党建责任落地落实。

“我抓基层党建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仍存在‘重业务轻
党建’的思想，今后要做到党建业务两手抓、两手硬”……约
谈中，被约谈对象学党章、找问题、查原因，进一步强化责任
意识，制定推动工作的有效措施。

据了解，今年来，望城区将落实管党责任作为当前基层
党建一项重大任务，建立“一月一提示，一季一督导，半年一
讲评，一年一考核”工作制度，狠抓基层党组织书记“双述双
评”，并对党建责任落实不力、效果不好的基层党组织书记
和班子分管成员，及时进行函询提醒、组织约谈等，有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古冲村兴起新风尚乡村振兴纪实

� � � � 3月21日，长沙市橘子洲风景区，由落花组成的造型、文字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前几天的风雨让橘子洲盛开的鲜花
掉落不少，一些游客将落花创意成各种图案或文字，成为另一种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07502
0 238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8
581
6940

5
14
164

230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509
82184

324
203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3月21日 第2018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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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815 16 18 21 26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3月 21日

第 2018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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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1040 558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90 173 223170

2 57

拧紧水龙头 大兴节水风

落花创意成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