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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周珍萍） 道路整洁，行
人、交通、经营井然有序。在“神州瑶都”
江华，处处能感受到浓浓的文明氛围。在
近日召开的湖南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培训会上，江华瑶族自治县捧回了“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荣誉证书。 据了
解，去年在全省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该
县获得93.15分的高分，居全省第一。

江华2011年获评“全国文明县城”
后，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全面推进全域文
明创建，巩固文明县城创建成果。去年，

该县又向全国文明城市目标发起了冲
击。为有效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常抓常新，
该县出台系列规章制度，明确部门责任，
量化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指标， 建立健全
大督查机制， 全面推开群众参与创建督
查机制，让“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结合
“平安江华、数字城管”微信公众号，该县
深入开展“随手拍·互联网+群众监督”
活动， 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监督城市管理
工作，有效治理车辆违停、占道经营、违
规搭建等城市管理乱象。 并以“十大整
治”为着力点，推动交通秩序、经营秩序、

环境卫生、市场秩序和公用基础设施等5
个方面工作常态化管理。

通过压实责任、履职到位，江华县城
面貌进一步改善，干净整洁、管理有序、
文明和谐已成为新常态。 该县积极推动
城乡共建，开展全域创建，对已有的县文
明单位实行动态管理、末位淘汰。将
全县所有单位纳入文明单位创建管
理范畴，构建全县文明创建大格局。
着力推进空心村整治， 全面拆除闲
置的空心房、旱厕、猪牛栏，改为栽
花种草， 还村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

境。
文明创建在全县城乡形成共识，打

造文明幸福之乡成为江华人的共同期
盼。到目前，江华共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一
个、 全国文明村一个、 市级文明单位20
个、县级文明单位130个。

�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李光）麻阳苗族自治县文明县城创
建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文明看麻阳”，
推出“文明随手拍”栏目，受到很多人关
注。 该栏目刊发了一张张由网民随手拍
摄的反映当地文明状况的照片， 得到大
量转发。不少人跟帖表示要积极参与，共
建文明苗乡。

近年来， 麻阳以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为目标， 在强化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注重发挥广大干部群众作用，以人的
文明推进城市文明。 在县城公交站点等
处， 县有关部门设置公益广告1000余
幅、遵德守礼提示牌2000多块，做到文
明提示处处可见。并组织开展“共创文明
城”万人签名等活动；利用文化服务中心
等阵地， 举办文明讲座100余期， 印发
“文明手册”2万册；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切实强化交通秩序整治，优化政
务环境，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着力改善市
场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提升文明
县城软实力。

在文明县城创建中，麻阳还积极创新
志愿服务工作，在社区、服务窗口等处建设
学雷锋志愿服务点50个，建立志愿者团队
30个，发展注册志愿者2.8万人，每年组织
开展文明劝导、文化下乡、义诊服务、整治

环境、扶贫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次，
受益群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大力开展
“身边好人”“最美麻阳人” 评选等活动；利
用全县128个“道德讲堂”，宣讲道德模范事
迹，提高民众文明素养。在县电视台和网站
等开设“创建专栏”和“曝光台”，创建微信
公众号“文明看麻阳”，传播文明理念、宣传
身边典型，曝光不文明行为，形成人人参与
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16 8 2 0
排列 5 18116 8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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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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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天路”
上演极限挑战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谭鹏波 龚晓
敏）5月3日上午，长板速降挑战“天路99弯”活动在张家界天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中国长板速降运动员卿运辉仅用时
18分钟，以国际上最短时间内零失误连续过弯次数最多的表
现，成功滑降全长10.77公里、落差1100米、以险峻和曲折著
称的天门山盘山公路。

长板的外形和滑板相似，但板面比普通滑板更长、更宽，
轮子更大，更适合代步和竞速。此次挑战道路是被誉为“极限
道路之王”的张家界天门山“通天大道”，因陡峭曲折又被称
为“天路”，99个紧贴悬崖绝壁的弯道环环相扣，其中180度的

“发卡弯”比比皆是，从空中望去如同九曲回肠、层叠缠绕。
21岁的卿运辉来自成都，是国内长板速降运动的“头号

玩家”， 已连续4年保持国内专业长板速降赛事冠军头衔，并
多次在国际比赛中闯入前8名，被IDF（国际长板速降联合会）
视为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滑手。

长沙青年
向宪法宣誓迎“五四”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申瑗）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下
午，一场主题为“宪法伴青春同行，责任与梦想
齐飞” 的宪法宣誓活动在长沙市橘子洲毛泽东
雕像广场举行。

现场，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和湖南商学院的学生党员和法律专业学生
代表， 以及长沙市岳麓区直机关青年党员代表
等百余人集体向宪法庄严宣誓， 表达青年一代
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决心。

娄底：法律援助走进“高墙”
全省首个市州监狱法律援助

工作站成立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烨 曹泰安）

“请问，服刑期间哪些表现能符合减刑要求？”5月3日，在娄底监
狱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内，服刑人员小张（化名）向值班律师咨
询法律知识。4月底， 我省首个市州监狱法律援助站在娄底监
狱正式成立，将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保障。

为适应监狱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全覆
盖，娄底市司法行政部门大胆尝试，在娄底监狱监管区设立
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律师定期值班，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
咨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接
受法律援助申请并进行初步审查，收集、分析和报送法律需
求信息等工作。通过法律援助，进一步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
益，教育引导服刑人员放下心理包袱，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改
造信心，切实解决服刑人员申诉、控告、检举、权益维护等相
关法律问题。

近年来，娄底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在成立法律援助
中心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降低法律援助门槛，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先后在工会、妇联、看守所、法院等设
置了14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法律援助的普惠性。

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得分居全省第一

开福区成立
“青年先锋”宣讲团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昨天，

长沙市开福区“放飞新时代青春梦 开启幸福
城新篇章”主题宣讲比赛决赛暨“青年先锋”宣
讲团成立仪式在长沙学院举行。开福区各区直
部门、街道、学校、企业、新经济组织经过层层
选拔15支队伍进入决赛。

赛后，开福团区委成立了“青年先锋”宣讲
团， 聘请比赛的优胜选手作为基层宣讲员，把
广大青年奋进、积极、热情、拼搏等向上的精
神，深入到街道、社区、学校、工厂等多地进行
传导、宣讲，以凝聚和引领青年高举团旗跟党
走，为新时代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人的文明促城市文明
发展注册志愿者2.8万人，每年开展活动100余次

新闻集装

莽山水库移民安置房主体工程完工
5月2日，宜章县天塘镇沙坪莽山水库移民集中安置点，一栋栋独具湘南特色的新房与青山相互辉映。目前，该安置点

93套安置房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本月底将实现分房。该安置点是依托莽山水库整合移民、精准扶贫、旅游开发、
新农村建设和危房改造等政策建设的移民新村，可安置108户移民。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从武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03日

第 2018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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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1040 298480

组选三 480 346 166080
组选六 0 173 0

0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03日 第2018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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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42690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4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60984
6 1414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37
79189

1377247
9164927

47
2900
55492
324933

3000
200
10
5

0702 10 18 1904

�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通讯员 刘
小兰 记者 李治 ）今年“五一”小长
假，长沙县短途游持续火爆。金井镇
生态办负责人今天告诉记者，蓝天保
卫战打响以来，“干部作风、 乡村民
风、茶乡风貌”日益好转，吸引了更多
游客，为旅游市场加了一把火。

蓝天保卫战打响以来，金井镇全
域严抓共管。 按照最新划分的118个
网格，要求机关干部下村工作时重点
关注垃圾、秸秆焚烧、粪污直排、白色

污染及黄土裸露等现象，倡导群众喜
事办理不燃放烟花爆竹，实现“卫蓝”
无死角、全覆盖、零容忍。

金井镇村村唱响“小广播助力蓝
天大战役”，“茶乡金井”微信公众号上
定期推送蓝天保卫战倡议等， 通过广
泛宣传，茶乡百姓自觉加入，涌现一批
爱护环境、保卫蓝天的先进典型。

3月15日， 金井镇金龙村罗桂林
家里办白喜事，礼炮发出“嘭嘭嘭”的
声响， 但并未产生烟尘和火药味，原

来这次燃放的不是烟花鞭炮而是电
子鞭炮。“没有火，不冒烟，不产生污
染， 特别环保！” 像罗桂林这样的农
户，金井镇还有很多。

“蓝天保卫战打响后，干部作风
更加扎实， 民风更文明， 风景更怡
人。”金井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
小长假，金井十里湖面、百年古井、千
年古寺、 万亩茶园和三珍虎园等美
景，吸引游客达12.22万人次，同比增
长4%。

蓝天保卫战促金井茶乡旅游升温

江华

麻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