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彭婷 朱
海军）“将大家聚在一起既可以互通有无， 又可以增进
感情， 还可以拓展学习计划， 我对人才俱乐部充满期
待!”5月24日上午， 湘潭市岳塘区外来投资人才俱乐部
成立，俱乐部副会长、湘潭华天大酒店总经理曾敏在随
后举行的沙龙活动中高兴地说。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今年初，岳塘区根据市委“党
建领航工程”部署，大力推进人才建设，结合实际创造
性打造了“5+1”人才工作平台。

“5”，即5个人才俱乐部。岳塘区成立了女性人才俱乐
部，吸纳有较强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女性人才72名，推动解
决女性人才引进和服务中的重点问题。同时，成立园区人
才俱乐部，吸纳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型、科研型、管理型人
才50名，探讨园区发展新路，为全区宏观调控园区人才优
势资源配置提供参考。成立产业人才俱乐部，吸纳商贸物
流、金融服务、建筑领域等人才50名，围绕岳塘产业发展目
标，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成立青年才俊俱乐部，吸纳创新
创业等年轻人才72名，搭建交流平台，团结引领青年听党

话、跟党走。成立外来投资人才俱乐部，吸纳外来投资者、
职业经理人、新引进外籍人才60名，以营造“服务人才、促
进交流、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投资环境为目标，助推全区
招商引资工作实现创新发展。 每个俱乐部有固定工作经
费，制定了工作制度，定期开展研讨交流等活动。

“1”，即1个岳塘智库。这是一个为充分发掘、集纳、
用好民智民计而打造的党政搭台、社会为主、常态运作
的机制化、枢纽型献策平台，旨在抢占岳塘发展“智高
点”。智库主要围绕重大问题，采取线上搭建网络交流
平台、线下举办现场献策活动、重大课题实行专家交办
以及设立专门工作室、撰写调研报告与专题建议、书面
征询等多种形式进行战略研讨，并向区委、区政府提供
科学的咨询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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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 谢
立松）近日，在冷水江市渣渡镇龙头新村易地扶贫安置
点黄金柰李园，20余名贫困村民在除草施肥。贫困村民
李文贤介绍：这上万株黄金柰李，每株年收入100元，不
仅绿化了荒山，还解决了收入问题。

冷水江以工业立市， 而薄弱的农业产业一直是脱
贫攻坚的“软肋”。近年来，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冷
水江出台扶持政策，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列
出产业“菜单”，实施“一村一品”“一乡一特”，由群众选
择产业项目；培育高品质、有市场、能富民的产业或特
色品牌，增强贫困农村“造血功能”，把产业“弱项”变成
脱贫攻坚的“硬实力”。

脱贫攻坚中，冷水江注重在“扶观念、扶能力、扶产
业”等方面做文章。推行“扶贫经济组织+基地+贫困户”
发展模式，扶持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龙头
企业等建立扶贫产业基地，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养殖、
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项目；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

吸纳劳力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发展水云峰黄桃、渣渡云
耳等扶贫产业；建设57个电商服务站，开展网络推荐、电
商直销等活动，市委书记、市长当起产品代言人，帮助扶
贫产业起好步，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去年来农产品线上
交易额达1.5亿元。

针对贫困户缺资金、缺技术、市场意识不强等问题，
冷水江开展“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身”自强自立活动，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立足成型产业和优质产业，培育
种养大户、合作社带头人、创业致富带头人；开展“送岗
位、送信息、送培训、送技术”等服务，选派科技特派员和
志愿者将技能培训送到贫困农村；引导金融资金向扶贫
领域倾斜， 去年以来共发放产业扶贫小额信贷2681万
元。

通过产业扶贫， 冷水江已引导72家经济组织与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帮助1万余名贫困人口发展产
业，占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5%以上。去年来，共带动
3327人脱贫，5个贫困村出列。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
荣）今日，记者在资兴市回龙山见到一尊“面然大士”头
像。据省文物专家考证，此头像为东汉时期物件，距今有
近2000年历史。

回龙山位于资兴市东北部，海拔1480米，总面积16
平方公里。 回龙山融2000多年的祈福文化及古朴的瑶
族风情文化于一身，集巍峨壮美、灵秀神奇于一体，“回
龙望日”为资兴古八景之一。史料记载回龙山曾是南岳
祈福文化的发源地，故被誉为“古南岳”。据悉，“面然大
士”是在回龙山原址重建回龙古庙时出土的，它在佛教
中被视为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化身， 为人面狮子头。回
龙山发现的“面然大士”头像为生铁铸造，高约36厘米，
宽约33厘米。头像表情威严，额头上有明显的“王”字形，
虽时代久远，但仍保存非常完好。文物专家表示，该文物
的年限，就进一步证实了回龙山为什么称为“古南岳”；
且“面然大士”一般在大型法会上才使用，足以证明当时
的回龙庙香火很旺。

另外，回龙山之所以被称为“古南岳”，是因为唐朝
初年，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当时山上古庙的住持就将三
分之二的僧侣、道士分到南岳衡山，另建寺庵。南岳庵刹
创建之初的和尚、道士大多来自回龙山，“古南岳”之说
由此产生。清代乾隆年间贡生李元禄也对“古南岳”进行
过考证，他在资兴《兴宁县志·游杂山记》中认为，之所以
言“古”，“或非唐虞以下之古也”，“乃五帝以上之古”。称
上古时神龙氏炎帝尝百草、传农耕，曾居住于回龙山。

� � � � 株洲市推进婚姻家庭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等等吧” 劝和不劝散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戴鹏）在株洲市天元区政

务中心，有一间名为“等等吧”的小屋，里面播放着舒缓的音
乐，摆放着中式的红木桌椅。5月25日，记者走进这里，见到
只要是到政务中心申请离婚的夫妇， 都会被邀请到“等等
吧”坐上一小会儿。

“等等吧”也叫天元区婚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是
株洲市通过引入离婚前劝和机制，为冲动、草率离婚的当事
人提供劝和服务，对感情确已破裂者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帮
助他们处理好财产和孩子的抚养等问题。

“等等吧”负责人王亚惠说，如今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
部分确属感情破裂， 但其中还有20%属于冲动、 赌气而离
婚。双方在“等等吧”冷静下来，心结被打开后，不少人改变
了离婚的想法。

截至目前， 天元区婚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接受
1800多人次咨询，处理、劝和300多对夫妇，帮助很多准备
离婚的夫妇重新牵手。对此，株洲市妇联、市司法局、市民政
局联合下发了相关文件通知，要求株洲市各县市区、各乡镇
（街道）、村（社区）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
市推广“等等吧”模式。

扶贫“三个一” 脱贫一大批
临澧实施健康扶贫政策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通讯员 欧明全 王鸿）临澧县修
梅镇高桥村贫困户高云翔近日给县财政局送来了一面锦
旗， 感谢县财政扶贫工作组为其父解决了看病难题并为自
己创业脱贫提供资金支持。 该县财政局实施健康扶贫政策
以来，目前已帮助2134个因病致贫户摘掉贫困帽。

高云翔的父亲高福林，今年72岁，因腰椎劳损、肺结核
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老伴早逝家境贫寒,儿媳抛下一双儿女
离家出走另嫁他人。 县财政扶贫工作组进驻后,帮助高父与
村医张明贵签订了家庭医生合同,费用由县财政补贴，并给
高云翔5万元扶贫铺底资金办养殖业。 目前,高云翔单项年
收入达3万元。

临澧县财政局与县卫计局联合采取健康扶贫“三个一”
的政策: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性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
保障一批。 凡因病致贫户住院后结算,自费部分财政补贴百
分之六十， 还为全县3325户因病致贫家庭进行全面健康体
检,每户安排了一名家庭医生全程服务，资金由县财政局统
筹支出。 县级财政共拿出专项扶贫资金1306万元,县纪委加
大监督力度,确保专款用于贫困户治病脱贫。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麻正规）
5月2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凤凰县，就网上传言的“凤凰
古城又开始收门票了”进行采访。凤凰县旅游和文广新局
局长冯传良告诉记者，此传言与事实完全不符。

冯传良介绍，凤凰县5月24日开展“利剑行动”整治
旅游秩序，是根据国家及省有关部门文件精神进行的。
原国家旅游局于今年1月25日下发《关于开展旅游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利剑行动”规范导游执业严厉打击强迫
消费等突出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予以严惩；调动力

量，周密组织，务求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处罚一批违法
企业和个人，形成高压态势，达到震慑效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利剑行动”的执法人员，查获4
辆无合法资质的旅游包车后，将100多名游客安全送到
预订的酒店，暂扣了违法车辆；共查获假导游证24本、
转借他人导游证7人、 无证导游5人， 且都存在加点改
点、任意压缩游客正常游览时间的行为；发现13家购物
店，不同程度存在涉嫌变相强制购物、高额回扣现象；
对3家存在安全隐患、涉嫌商业贿赂、票务违法的演艺
场所进行停业整顿。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君

“美女业务员”通过微信添加好友,跟你谈朋友聊感
情,时机成熟后，邀你加入指定平台炒外汇,先让你小赢,
随后鼓动你不断增加充值额。最后,你发现这些充值的
钱全部被“炒亏”。

你以为这是运气不好， 其实是你落入了骗子精心
设下的骗局。近日，双峰县公安局就打掉了一个以“白
富美”微信账号作诱饵，诱骗受害人在虚假外汇平台进
行投资， 通过修改后台数据骗取受害人资金的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今年5月上旬，双峰县公安局龙田派出所接到群众
举报：双峰籍男子贺某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根据群众提

供的线索，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取
证及数据分析， 民警锁定嫌疑人贺某藏身在长沙市某
高档小区内， 大致掌握了嫌疑人贺某的活动规律及犯
罪证据，同时得知该团伙还有其他成员。

5月15日晚8时许，经过连续多日的布控，民警将该
团伙一举捣毁，当场抓获涉案人员6名，现场扣押作案
电脑7台、作案手机数十台。

经查证，犯罪嫌疑人贺某等6人精心包装大量“白富美”
微信账号，通过在网络上加好友，吸引受害人“上钩”。在成功
加为好友后，贺某团伙成员抓住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在合适
的时机利用设计好的话术与受害人聊感情， 降低受害人的
防备心理以赢取信任； 再通过多种方式诱导受害人在其操
纵的虚假外汇平台进行投资，从而骗取受害人资金。

永定区：端掉6个传销窝点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

贵学）5月24日凌晨5时， 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政法
委牵头， 永定区工商分局联合公安部门组成6个行
动小组，一举端掉6个传销窝点，抓获传销人员共51
人，其中教育遣返46人，另5名疑似传销“骨干”仍在
情况调查中。此次抓获的传销人员，年龄均在20岁
至25岁之间，来自四川、湖北等地。他们以“来张家
界旅游、探亲、谈恋爱”为名，实际上进行传销活动。

建立人才俱乐部 抢占发展“智高点”

“5+1”打造精英集聚大平台

脱贫“软肋”变成“硬实力”

产业扶贫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凤凰“利剑行动”整治旅游秩序

“白富美”指导炒外汇———

美色是画皮 骗你没商量

2000年默默“穿越”
“面然大士”显身资兴

政府投料
群众投工

5月24日，宁
乡市花明楼镇炭子
冲村，村民们在施
工修路。今年，该村
通过“政府投料、群
众投工”的双投建
设模式兴修村级道
路，60余名村民义
务当起了修路工。
目前，全村已完成
了2.92公里村路建
设。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李泰卢
摄影报道

� � � �“面然大士”头像。 朱孝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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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8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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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1040 501280

组选三 509 346 176114
组选六 0 173 0

1 3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27日 第2018060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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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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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

岳塘区

新闻集装

永州：拆除游乐场保护水源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

凌云）昨天，永州市城管执法部门在相关部门的配
合下，对该市滨江公园内13家到期游乐场所全部拆
除。 滨江公园园内的这13家游乐场所有健身器材、
儿童游乐设施、水上游乐项目等，是广大市民休闲，
特别是儿童玩耍的场所之一，但这一区域位于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内。为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工
作，加强水资源保护，5月21日起，该市城管局、水利
局等多个部门，下达告知文书11份，动员滨江公园
内的游乐场所自行配合拆除。

岳阳：摧毁特大跨省贩毒网络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尹

萍）5月24日，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区分局发布消息
称，该局禁毒大队历时9个多月侦查，成功破获公安
部“3·14”毒品目标案件，彻底摧毁一个横跨广东、
黑龙江、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特大贩毒网络，抓获刘
某某、伍某、李某某等人为首的涉案人员33人。专案
组兵分3路赶赴广东、 湖南邵阳和黑龙江等地调查
取证，按步骤收网。至今年2月，缴获各类毒品折合
海洛因共计8000余克、扣押运毒车辆2台。

长沙：营盘路隧道发生车祸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

强）5月27日10时8分许， 开福交警大队分控中心在
视频巡查中发现营盘路隧道南往西进口拥堵，在营
盘路隧道靠万达路口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并有
车辆起火。开福交警迅速联系事故当事人弃车就近
撤出隧道。现场警力分为多组，封闭隧道入口，指挥
隧道内车辆从主道撤离。10时38分，火势被扑灭；至
10时53分，火情现场处置完毕，开始对事故车辆进
行拖移，隧道东西方向主道交通恢复。经核实，该事
故发生于湘江营盘路隧道南往西进口约200米处，
现场为3车追尾，其中两车起火燃烧，无人员伤亡。
目前，开福交警正在对事故原因进一步调查。

荷包满当当 村民笑开颜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熊其宇

5月22日清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复兴村，46岁的村
民周志强来到芦笋种植基地，扎棚、采笋。“坐到屋里就能收
租，还能兼职打零工，荷包满当当蛮韵味嘞!”看到记者，他
笑呵呵地说。

周志强所在的复兴村， 是典型的农业村落，34个村民
组1470户农民大多靠种水稻维持生计。 因为销路不畅，农
产品大多“养在深闺”。为了养家糊口，周志强每年都要去广
东一家模具厂务工，逢年过节才有空回家。

然而，随着雨花区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发，
1.5万户村民的土地有了“身份证”，“周志强”们不再远走他
乡，留在家乡当起了“新型农民”。

去年底，在镇村两级“牵线搭桥”下，周志强和一家芦笋
企业签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将自家4亩多稻田
以每亩每年1000元租赁出去。土地流转起来，村民们吃上
了“定心丸”。

“以老周家为例，每年土地租金有4000元，在芦笋基地
干活一天能赚100元，一年到头收入有3万多元。”该村党支
部书记唐勇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以来，雨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调研乡村振
兴工作，要求全方位、立体式，统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各级
书记抓振兴，一张蓝图干到底，确保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跳马镇今年还新增花卉苗木2000多亩，全镇
花木种植面积达8万余亩，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跳
马镇创新打造精品苗圃示范园，造型珍珠红、金弹子、罗汉
松等观赏苗木，“花圃变花园”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带旺
这里的农业休闲产业。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劲，生活越来越
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