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蔚佳 彭丽娜）今天上午，醴陵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 第三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暨
2018醴陵烟花爆竹交易会，将于4月26日至28日
在醴陵经开区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介绍，这届节会主题为“五彩醴陵、花
炮之都”，旨在打造全国知名、影响世界的烟
花爆竹专业会展品牌， 展示当代中国花炮发
展成就，使花炮产业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和“中国智造2025”计划，加快创新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节会期间， 将举行中国花炮高峰论坛、

烟花爆竹标准修订研讨会、产业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等主题活动。全国烟花爆竹行业相关
部门及花炮主产区负责人，国内外知名花炮
企业高管与来自德、美、日、法、俄等国家和
地区的采购商等共2000余人将参会。

这届节会由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主办，中
国日用杂品流通协会烟花爆竹专业委员会协
办，醴陵市政府、醴陵市烟花鞭炮总商会承办。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漫山遍野的裸露黄土被绿色防
尘网覆盖， 硬化一新的施工道路上
洒水车来回作业， 大型机械作业时
雾炮机随之开启降尘……4月11日，
记者在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西片区
综合管廊项目工地看到， 该项目扬
尘问题得到了有效抑制，裸露的“荒
野”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

作为湖南湘江新区的重点项
目， 梅溪湖西片区综合管廊及市政
工程总长约 15.2公里 ， 总投资约
17.50亿元，包含7条市政道路及配套
综合管廊工程、管廊控制中心，是国
家首批综合管廊试点项目之一。

“线性工程的特点是施工面积
大， 加之边坡多， 裸露黄土面积特
别巨大， 单个项目需要覆盖量居长

沙市第一。”该项目负责人李万鹏介
绍， 项目部坚持项目建设进度和扬
尘防治力度“两手抓”。通过与新区
蓝天办积极对接和持续努力， 目前
项目已覆盖绿色防尘网近130万平
方米，安装B型围挡15.6公里；随着
工程进展还计划覆盖绿色防尘网
180万平方米，安装围挡15公里。

记者了解到， 为严格落实长沙
市“5个100%”扬尘污染防控措施，该
项目设立了一支35人组成的“蓝天
保卫战”维护队，对裸露黄土暴露、围
挡倒伏等问题进行实时整改， 有效
解决了容易反复的工地扬尘问题。

今年来， 湖南湘江新区成立了
“强力推进环境大治理， 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瞄准直管
在建项目，加强文明施工、安全施工
监管。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晶 毛超林 吴伦发

“感谢纪检监察员， 我反映的养
老保险卡社保资金被盗取的问题很
快得到了圆满解决。”4月13日，邵阳
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五保户周
才能领到了被村干部克扣的3560元
社保金。

不久前，周才能向邵阳市城步苗
族自治县兰蓉乡纪委反映自己社保
金被克扣的问题，4月11日， 该乡纪
委依法对原塘源村村干部阳某奇涉
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对原
塘源村村干部周某乐给予通报批评
处理，并将2位“蚁贪”从周才能社会
养老保险卡中克扣的3560元社保金
悉数退回至周才能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邵阳市抓住
深化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契机，创新纪
检监察人员管理模式， 为全市3186
个行政村和445个社区配备起村级
纪检监察员，对村“两委”班子及其成

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议、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村民主议事
决策制度执行、“三资” 情况的执行、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履
职等情况进行监督，协助上级纪委处
理有关信访举报和查办违纪案件等，
打通监督执纪问责“最后一公里”。

为保障监督效果，严格村级纪检
监察员准入条件，确保监督“触角”直
击基层的“神经末梢”。该市要求各县
市区选派的村级纪检监察员必须做
到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勇
于监督。同时明确村级纪检监察员必
须由不是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以及村
报账员的支委成员兼任。

通过设置村级纪检监察员，全面
推进县乡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逐步
构建起多点联动、全覆盖的“大监督”
格局网，今年1月至3月，该市共发现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183
件，受理举报279件，立案147件，查
处212人，问责84人，追缴违纪资金
139.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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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肖星群 邱丽旻）4月10日上午8时， 涟源
市渡头塘镇新龙村大塘组贫困户聂应红和女
儿聂新连，走进新马制衣有限公司车间，正式
成为产业工人。得益于就业扶贫，目前，涟源
市登记在册、有劳动能力的“零就业”贫困家
庭，实现100%“清零”。

近年来，涟源市把就业扶贫作为解决“零
就业家庭”问题的突破口，梳理就业信息、开
展技能培训、组织专场招聘会，通过“量体裁
衣”，引导贫困劳动力流向工厂企业、农业产
业和服务业；对就业特别困难的贫困劳动力，
实施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去年，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902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2645人。今年，已累计提供
岗位33211个。

涟源采取“授之以渔”的方式推动贫困群
众就业。实施“定向技能培训”，根据贫困群众
的就业意愿和用工单位要求， 按照职业（工
种）类别、技术等级、培训时间等，分批次开展
专业技能和岗前培训，给予补贴；采取政策倾

斜、资金扶持、跟踪服务等方式，鼓励产业基
地和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形成了一批
以五江实业和李子湾农业为代表的就业基
地； 通过发挥政府投资和重点项目的促进作
用，引导政府投资、重点项目以及社会服务行
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目前，全市已有693
家企业加入到就业扶贫行列。

为确保工作效果， 涟源成立就业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掌握企业的用工数量、结构、时
间和需求，为贫困劳动力提供职业指导、政策
咨询、就业培训意愿登记、就业跟踪等服务。
鼓励创业创新， 对贫困群众中符合创业条件
的，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
社会保障等政策和服务，构建脱贫创业的“温
床”。去年以来，全市新增创业主体1712家，一
大批贫困群众通过创业和就业实现“摘帽”。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田贵学 田卫）4月10日，在张家界市永
定区茅岩河镇安坪村村民胡太汉的莓茶园
里， 村里党员致富能手覃老平正在指导莓茶
种植。去年，在覃老平帮扶下，胡太汉种植莓
茶赚了4万元，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去年以来， 永定区大力推行“党建+扶
贫”，以“支部引领、先锋示范、返乡带动、能力
提升、驻村帮扶”五大行动为抓手，实现基层
党建和脱贫攻坚双赢。 该区党政主要领导带
头联村，181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精准
帮扶，3800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53家
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实现
领导联村、驻村帮扶、结对帮扶“三个全覆盖”。
扶贫干部们帮助当地修路引水，发展产业，搞
活旅游，共帮扶3500户12610人实现脱贫。

该区以村支两委换届为契机， 注重对致
富能手、退伍军人、优秀返乡青年的培养，强

化“四培四带”。即：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把党员致富能手培
养成党支部书记、 把优秀党支部书记培养成
标杆， 引导党员带头致富、 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带头维护社会秩序、带头保护生态环境。
一年多来， 该区把530余名党员培养成致富
能手， 把320余名致富能手发展为党员，把
100名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社区）党支部
书记，共培养种养大户470户，发展蔬菜、莓
茶等特色产业项目20个， 直接带动4万多农
户增收。

该区注重发挥组织引导和市场主导的作
用，把“支部+产业”“支部+电商”作为“党建+
扶贫”的重要抓手。目前，全区22家龙头企业
在52个贫困村建设产业基地，发展茶叶1.2万
亩、蔬菜12.1万亩、特色小水果4.2万亩、中药
材3.5万亩、大鲵55万尾。预计今年底，该区将
实现整体摘帽目标。

就业扶贫
“不漏一户”

今年累计提供岗位33211个

先锋示范
脱贫攻坚
530余名党员成致富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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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向晓玲
胡家星）4月16日， 在泸溪县武溪镇沅水水域，10多艘
冲锋舟在宽阔的河面上往来穿梭搜寻营救落水群众。
河岸上，民兵们用担架把受伤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医
护人员及时抢救。这是自治州2018年首场防汛抢险实
战演练场景。

演练现场，民兵抢险救援队、医疗救护组、灾后防
疫组、群众安置组等救援人员快速反应，相互配合，顺
利完成了各个环节的演练任务。自治州30多家州直机
关单位负责人到场观摩， 近200人的救援队伍、500多
名群众参加演练，达到了锻炼队伍、提高救灾能力的预
期目的。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罗
融）阳春三月，巴陵古城烟花如海，风月无边。今天的岳
阳市美术馆群芳吐艳， 巴陵书坛102位女书法家作品
展览在此举行。这也是岳阳市女书法家协会成立10年
来，第二次集岳阳各地女书法家书法作品进行展览。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02件， 涵盖书法创作的各个
门类。目前，岳阳市女书法家协会有会员42人，其中湖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1人。会员中有218人次在国家、省、
市、区各级书法展览、赛事中入展、获奖，有35人次的作
品在《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等刊载。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通讯员
刘芳瑗 记者 颜石敦）“那天多亏了
那位阿姨， 不然我家的损失就大
了。”4月13日，郴州市小伙子刘康智
向记者讲述了该市政务中心保洁员
谢爱梅拾金不昧的感人事迹。

4月11日上午， 刘康智和父亲
带着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到
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楼办理二手
房购置手续。当刘康智和父亲前往
公证处签字时，粗心大意把塑料袋
遗落在等候区的椅子下。等刘康智
和父亲返回时， 发现塑料袋不见
了， 父子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刘康智打算报警时， 政务中心
工作人员和保洁员谢爱梅找到了他
们， 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核实失主身
份后，把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
还给了他们。

原来，当天上午，谢爱梅在政务
中心3楼办事大厅等候区打扫卫生，
发现椅子下有一塑料袋，里面装着一
个大信封。她随即报告了政务中心物
业经理李春华，两人打开信封一看吓
了一跳：里面是一沓沓现金，经清点
足足有10万元。 谢爱梅和李春华立
即把这笔巨款交给了市政务中心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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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举行防汛抢险实战演练

岳阳举行
102位女书法家作品展览

4月16日上午，长沙园林生态园，游客在观赏杜鹃花。当天，由长沙市园林管理局主办的长沙市第二
届杜鹃花旅游文化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彭佳 摄影报道畅游杜鹃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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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遗失巨款 保洁员拾金不昧

打通监督执纪问责
“最后一公里”

邵阳3631名村级纪检监察员直击“蚁贪”

第三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
将在醴陵举行

裸露“荒野”变“绿海”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7日

第 201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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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1040 32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8 173 136151

2 0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4月17日 第201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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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586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9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86066
0 19242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09
60322

1178695
14486315

31
2284
44890
559076

3000
200
10
5

0704 08 21 2406

4 月 17 日
中午，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出
现日晕现象，天
空中形成一个
以太阳为中心
的彩色光环，十
分绚丽。日晕在
气象学上是一
种大气光学现
象，是日光通过
卷层云时，受冰
晶的折射或反
射而形成的。

刘杰华 吴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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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刘潇）近
日，张家界、湘潭、郴州、永州4市分别下发非物质文化
遗产摄影联展征稿通知， 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非遗摄
影作品，征稿日期截至4月30日。

据悉， 所征集摄影作品内容需为各市列入四级保
护名录的非遗项目，作品要求真实、生动地反映该项目
的原真性、独特性，表现其与众不同的核心内容和非遗
传承人的精湛技艺。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4市经由评审推荐的
优秀作品，将在各地同步展出，并编印成非遗摄影画册
宣传。同时，还将在各区县学校、社区等处巡展。

4市联手征集非遗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