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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袁圣杰）“搭帮爱心组织和企业，不
仅帮助我们建好了房子， 还为两个小孩
解决了读书问题。”5月7日， 新化县桑梓
镇满圣塘村贫困户杨建华站在刚建好的
新房前感慨万千。新化县凝聚行业协会、
民营企业、爱心人士等力量，形成了社会
扶贫的强大合力。

新化是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2万余人，脱贫任务重。
近年来， 该县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和驻村帮扶的基础上， 广泛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扶贫，实现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与
社会扶贫的互补互促。出台“统一战线聚
力脱贫攻坚” 实施方案， 成立行动指挥
部，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形成了行业协会
主动作为、民营企业联村帮扶、爱心人士
对口扶持的良好局面。

新化搭建行业商会和社会组织公益帮
扶平台，发挥各行业优势，在农业种养、光
伏发电、乡村旅游、产业合作等方面开展对
口帮扶。按照“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一

个产业带富一方群众”目标，深化“民企联
村”行动，通过民营企业在产业扶持、吸纳
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优势，带动贫困群众
自力更生， 将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经济优
势。整合各类公益资源，组织医疗、教育、金
融、商贸等行业爱心人士，成立行业爱心协
会和帮扶协会，实施“一对一”帮扶，并定
期开展系列公益帮扶活动。

社会力量已成为新化脱贫攻坚的
一支“劲旅”。去年以来，新化县民营企
业已与23个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

系，共投入产业发展资金2.03亿元，流转
土地13000亩，实施帮扶项目52个。爱心
企业和协会组织援助贫困家庭学生1613
名，筹集教育扶贫资金2076万元；已注册
社会帮扶人员47493人，成功对接帮扶贫
困群众1439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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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吴红艳 ）“国家政策‘汝’（苗语，

‘好’的意思），我们好幸福，治病不用愁，
免费车接送！”5月4日， 在花垣县补抽乡
合兴村， 苗家阿婆麻金花乘乡卫生院的
新救护车回到家中， 激动得唱起苗歌谢
党恩。 花垣县近日为12个乡镇的21所卫
生院，发放21台120救护车，免费接送住
院患者。

花垣县是苗族聚居县和深度贫困
县，农村人口24.2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7.8万人。为让群众“看得起病”，该
县打出“参保、降费、提标、扩面”组合拳：
农村低保户、 重度残疾人等5类人员，免
费参加新农合；其他参合农民，每人每年
补贴保健费30元； 免费为城乡居民购买
大病保险，参保率达100%。2017年，该县
群众在乡镇卫生院住院2.7万余人次，总

费用5255.7万元， 其中报销4790.9万元，
报销率达91％。

为让群众“方便看病”，该县医疗卫
生建设不断下延，村村有卫生室，并免费
配备医疗设备， 药品由乡镇卫生院统一
采购和配送，实行“零差价”销售。同时，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全
覆盖。为让群众“治得好病”，该县中医
院、 县人民医院分别牵头与乡镇卫生院

组建中医联盟、西医联盟，乡镇卫生院的
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其中，5所乡镇卫生
院可开展下腹部手术，9所乡镇卫生院获
“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称号。

2017年， 花垣县农村贫困人口住院
21595人次，县域内住院率达93.61％。苗
乡群众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
县、费用有保障，花垣县被纳入国家健康
扶贫工程示范县。

浏阳建成湖南首个
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王文）工业和生活废水经

过处理变身城市绿化用水，自助取水用于浇绿化带、洒马
路、 洗车， 智能加水机装在马路边可24小时自助取水。近
日，浏阳经开区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已经完成调试并投入
运行，这是湖南首个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

今天，记者在浏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附近发现数台智能
加水机，几辆洒水车正停在路边加水。目前，污水处理厂每天
能制造着数万吨的再生水， 直供园区相关企业以及绿化灌
溉、道路喷洒、工地施工压尘使用，成为园区新的水资源库。

目前，1万吨/天的再生水智能加水站已投入运行， 该加
水站无人值守，运用IC卡充值智能管理，24小时自助加水。

近期，浏阳经开区还将新建北园污水处理厂，该污水
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为12万吨/天和3万吨/天再生水回
用，建成投产后将为园区的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有力保障。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卢宗旺）今天，怀化学院迎来一
批特殊的“学生”———20名身着侗族服饰
的妇女， 她们将在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月
的侗锦织造技艺研修班培训。

该研修班为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活动

之一，由怀化学院承办。此前，怀化学院
已成功举办两期侗锦织造技艺普及培训
班，培训学员80名。此次研修班课程包括
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和实践课程，旨在把
织锦能手培养成非遗保护传承领军人
才。

怀化学院副校长张玲介绍， 学院
将在学员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推动

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用品，协助
手工产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 目前，
学院已与 4家企业就传统工艺品研
发、设计、制作签订合作协议，正与美
国协和大学圣保罗分校就侗锦技艺
研修班项目开展合作，培养侗族绣织
技艺产业人才，促进侗族文创旅游产
品产业发展。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谢光华 曾雅）昨天，记者走进株
洲市天元区银海学校， 发现校园随处可
见二维码。 记者扫了一下校门上的二维
码，手机上马上弹出了学校信息。而扫一
下教室门口的二维码， 就可以进入学校
网站上的班级空间， 看到班级每个成员
日常学习生活情况。

“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信息化是一个
重要手段。” 天元区教育局局长唐厚睦说。
天元区是全省教育信息化试点区。近年来，
该区以应用促建设， 积极探索信息化与教
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 让全区39所义务教
育学校师生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捷。利
用“二维码”，自主开发出“微课”平台，已上
载教育管理、教学研究、探究学习3种类型的

“微课”。该
区还建成
了19间自
动录播教

室和两套同步互动教学系统录播平台，并
大力推进网络集团化办学， 让城乡学校连
起来，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目前在天元区，手机上可以“上课”、
微信群能够“家访”，教师、学生及家长都
尝到了教育信息化的甜头。在一个叫“株
洲天元教研”的微信平台里，各学科教研
成果、经典微课等资源很多，教师查阅学
习很方便。而在很多学校，每个班级都有
一个教师、家长、学生微信交流群，通过
三方交流， 许多原来难以沟通的问题迎
刃而解了。

湘潭：举办森林旗袍节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红）今

天上午，以“创新‘森’活 非你莫‘淑’”为主题的湘潭市
森林旗袍节在湘潭昭山风景区文化广场举行。据了解，
湘潭市于2016年正式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目
前，全市共有林地面积334万亩，湿地面积26万亩，100
年以上的古树2039棵，陆生野生动物244种，野生植物
1078种， 建成了130个义务植树基地， 森林覆盖率达
46.4%，森林蓄积量达到994.69万立方米。

南县：法院集中兑现执行款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杨

敏）5月10日下午，南县人民法院举行兑现大会，为17
名申请执行人集中兑现537万元执行案款。 今年来，
该院通过开展打击拒执、“公职老赖”等专项行动，构
建起打击失信被执行人联动机制， 执结了一大批执
行难案件。据统计，该院共立案执行实施类案件763
件，已执结337件，实际执行到位1365万元，司法拘留
64人、罚款2人、搜查2人。

涟源：推出“周末剧场”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杨卫星）5月11日晚，涟源

湘剧院座无虚席、掌声雷动，由涟源市湘剧保护传
承中心精心排练的经典大型花鼓戏《凤冠梦》在这
里上演，让市民戏迷过了一把戏瘾。涟源市今年精
心推出“周末剧场·欢乐蓝田”文化演出活动，计划
每月演出2场，免费为市民奉上传统湘剧、传统花鼓
戏、湘剧折子戏、花鼓小戏以及歌舞、小品、双簧、小
戏、表演唱、器乐独（合）奏、情景剧等。

社会扶贫合力 贫困户有奔头
民营企业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社会帮扶人员成功对接帮扶贫困群众14394人次

国家政策“汝” 苗胞看病不难
21所乡镇卫生院有120救护车，村村有卫生室，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

怀化学院举办侗锦织造技艺研修班

手机可“上课” 微信群“家访”

洞口通报威凌公司
污染整治情况
拆除生产设备，法人

代表被拘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谢定局 ）近日，洞口县通报了位于该
县境内的重金属污染企业———邵阳市威凌
金属有限公司污染整治情况。

据了解， 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主
要利用回收的氧化锌浸出渣(铅泥)、除尘灰
(含铅) 等危险废物作为原料， 进行金属冶
炼。去年环保督察发现，这家公司存在严重
环境污染问题。去年12月，洞口县依法对这
家公司进行关闭， 县公安局对公司法人代
表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目前，公司生产区厂
房和机器设备已彻底拆除。

洞口县还委托专业公司，进行了地面清
渣和清洗以及雨污分流、裸露地表和水池覆
膜、警示牌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等处置。待土
壤、废水池、厂区内外裸露水源、居民水井和
生活用水以及深层地下水样本检测结果出
来后，将科学制定防控和治理方案。

首届长沙律师节开幕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今

天，以“弘扬宪法精神、共建法治长沙”为主
题的首届长沙律师节开幕式暨橘洲微型马
拉松赛在长沙橘子洲举行，1200余名律师
界选手展开长跑角逐。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湖南省
律师协会全程指导，长沙市司法局、长沙市
律师协会主办。开幕式现场，长沙市第一期
青年律师领军人才培养对象还进行了执业
宣誓，50余名青年律师许下了对于宪法法律
的信仰与维护正义的郑重承诺。

长沙市律师协会会长江帆表示，举办首
次律师节旨在通过全市律师的广泛参与，进
一步增强律师的行业认同感、 职业尊荣感、
行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律师队伍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 � � � 5月14日， 龙山县落水洞水电站第2期主体工程建设即将完工， 第一台机组有望
下半年发电。 该水电站位于酉水河中游， 地处湖南省龙山县民安街道大堰坪社区和
湖北省来凤县绿水乡交界处， 总装机35MW， 工程总投资为3.3亿余元。 建成后可缓
解湖南、 湖北两省交界乡镇用电的紧张局面。 曾祥辉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15日

第 2018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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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1040 572000

组选三 555 346 192030
组选六 0 173 0

0 3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15日 第2018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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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211567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39 5382270
131 14225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1
3240
53322
353679

1949
83242

1443369
9857273

3000
200
10
5

0709 12 22 2610

新化

花垣 全国女陶艺家齐聚望城铜官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陶芳芳 廖群英）五月花———全

国女陶艺家铜官创作交流活动今天在长沙市望城铜官窑
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00余位陶瓷艺术大师、陶瓷艺
术院校教授等集聚于此，共话陶瓷产业发展，共品陶瓷艺
术品，共绘“多彩铜官”。

一行人先后来到新华联铜官窑项目、铜官窑国家遗址
公园、铜官国际陶艺村、旺兴窑等地方参观，各种跨越千年
的陶瓷元素的完美呈现让她们感慨不已； 现场展示的拉
坯、捏坯等，让大家对精湛的陶瓷制作技艺表示赞赏。在铜
官国际陶艺村、泥人刘陶艺馆，女陶艺家们还进行了自由
创作。她们用细腻的手法现场制作出瓷瓶、瓷碟等作品，并
在作品上手绘图案，惟妙惟肖的花鸟虫草跃然瓷上。观赏、
游玩、体验、创作，大家兴致尽然。

活动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女陶艺
家分会、湖南省铜官陶瓷协会等联合举办。

落水洞水电站第2期
主体工程即将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