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长沙巡展开幕
6月1日，长沙美庐美术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长沙巡展开幕。展览展示了近百年来各类传统东巴绘画作品，全

方位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西族东巴画的百年变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危化品事故综合应急演练
6月1日， 2018年化工产业园区危险化学品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区

举行， 演练模拟园区某化工生产装置区环己酮进料泵出口法兰撕裂发生泄漏， 大量环己酮
喷出， 铁质工具意外坠落导致起火。 现场10名员工被困， 企业按照程序启动应急预案， 各
应急小组展开救援。 图为中石化巴陵石化消防中心消防人员在现场实施增援演练。

彭展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通讯员 王继华 记
者 张斌）“袁家镇桐井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
委会主任套取扶贫专项资金， 石桥镇桃花源
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等人在脱贫验收
工作中履职不力……”近日，嘉禾县纪委监委
通报2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件。
今年来， 该县已发现扶贫领域和作风问题线
索41条，立案29件，党纪处分6人，组织处理8
人，下发扶贫领域通报5期14件，公开曝光30

人。
今年以来， 嘉禾县进一步强化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 加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通过明察暗访、交叉互查、点穴督查、随
机抽查等方式，全方位、全覆盖督查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该县成立6个专项督查组，
紧盯全县32个省、市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100
人以上面上村扶贫资金拨付使用、 民生领域
资金使用的情况，严格查处虚报冒领、截留私

分、挥霍浪费等问题。
“真没想到，被村干部‘吃进去’的钱，

还能退回来！ ”前不久，嘉禾县石桥镇仙人
桥村村委会办公楼内一片欢声笑语， 只见
大家手里攥着钱，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
当天，该县纪委监委举行“雁过拔毛”式腐
败问题违纪款现场清退活动，共涉及600余
户村民， 每户可领回130元被侵吞的违纪
款。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 陈新 ）到湖南
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了解垃圾无
害化处理过程，去洋湖湿地看生态化城市
污水处理，在万容科技目睹将固废物变成
“宝贝”……今后市民学习环保、了解生态
环境，将有更多去处。今天，长沙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首站仪式暨市级环境教育基
地授牌仪式举行，10家授牌的环境教育
基地将陆续向市民开放。

据介绍，这10家环境教育基地为长沙县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浏阳河入江口水质自
动站、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湖南
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瀚洋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 长沙经开区水质
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城南污水处理厂、 广电计
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市排水有限责
任公司花桥污水处理厂。 这10家单位将定期
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关注“长沙环保”微
信公众号获取每家单位具体开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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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花中孝

“我家一直住在长江边，为保护好长江的
生态环境， 我们全力支持搬出巴垸！ ”5月30
日， 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洪市村村民颜桂
兰帮公公陈爹， 将最后一些物品搬到江堤内
自己的家。 她告诉记者，公公86岁，在长江外
滩巴垸生活了70年， 见证了江边原来砂石码
头非法开采再到现在水清岸绿。 跟陈爹一样，
18户村民都搬到了洪市村居民点。 为了修复
长江岸线、守住一江碧水，广兴洲人做出了牺
牲。

洪市砖厂建于1995年3月，是当地一家私
营企业， 历经1996年、1998年、1999年三次长
江洪水考验，三次溃垸，三度重生。 每年解决
农民就业60多人，提供工资240余万元，生产
红砖1700万块。 陈爹和许多村民在砖厂上班，
养活了一大家子。

“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 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君山区结合实际，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大江大湖治理为重点，把
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全面打
响污染防治攻坚战。 拆除长江、洞庭湖沿线农
村“空心房”和家禽栏舍，复垦复绿。 5月30日，
整体拆除了江边洪市巴垸“空心房”及砖厂，
腾地110亩。 不久后，这里将变成一片美丽的
“草原”。

如何才能守护一江碧水？ 广兴洲镇镇长
钟海波对记者说：“全力落实河长制， 实行河
长巡视常态化、信息化，坚决清除污染源头！ ”
8位镇级河长和11位村级河长共同编织了长
江沿线河渠巡查网络， 借助省河长制APP软
件实现问题即时反馈和处理。 破釜沉舟，拆除
长江大堤沿线砖厂厂房2处，取缔非法砂石码
头4处，清理外滩种菜1100亩，拆除拦网1300
米，退养生猪1.1万头、家禽3.1万羽。

长江洲滩， 历来是当地百姓的牧场。 如
今，广兴洲镇实施封洲禁牧，保护滩涂净化水
质、空气的生态功能。

面对长江之滨废旧、无人居住的“空心房”，
广兴洲镇着力下好乡村振兴战略“先手棋”，倡
导党员带头，发挥农村“五老”、新乡贤和乡村振
兴志愿者作用，整治“空心房”，规范村民建房，
盘活闲置土地。 记者走进沿江村，发现以前躲在
田野间的“空心房”不见踪迹，挖机正在平整土
地。 村委会主任杨志勇正在就安置点建设与村
民交流。“我们都听你安排，你是实实在在为了
我们村里好。 ”一位村民对杨志勇说。

7年前，年过半百的杨志勇为了圆自己发展
家乡的梦， 放弃在海南开的一家酒店和近40万
元的年收入，回到家乡，当了村委会主任。“我就
想为乡亲们做点事，想要全村人能像城里人一样
住在小区里，过上幸福的日子。 ”

几年前，杨志勇就想到集中建房，都住上
楼房。 可是很多老人舍不得离开江边的祖屋，
宁愿守着危旧房也不愿意搬离长江。 今年终

于等到了“空心房”整治，杨志勇第一时间和
家人商定：带头拆。

杨志勇的3个儿子都在广东、 海南开餐
馆。 得知父亲的想法后，大家一致同意让利拆
除。 在镇里召开动员会第二天，杨志勇带头拆
除自家旧房复垦。 房屋面积170.08平方米，按
政策每平方米补300元，他主动要求以每平方
米补30元的标准进行拆除。 在他影响下，村里
有40户农户主动拆房。

为了保护好绿色长江， 广兴洲不少村民
做出了牺牲。 从小生活在江边的金平今年55
岁，一家6人靠在江南渡口处用自己的房子开
设小卖部、出售副食品和盒饭为生。“空心房”
专项整治启动后，金平跟家人商量：不能拖后
腿！ 他们放弃了年收入3万元的稳定生计，主
动拆了自家的小卖部。

目前，广兴洲镇已拆除“空心房”6.8万多
平方米，腾出复垦面积378亩，已复绿180亩。
“现在‘空心房’整治，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
行动。 ”广兴洲镇党委书记龙世友满心欢喜地
说，“往日破旧的‘空心房’渐渐变成了农田、
菜园、果园、草地、小广场，有的还建起了文化
墙哩！ ”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肖井冬

5月底， 记者在全省唯一的有色金属
冶炼加工专业园区———桂阳县有色金属
科技产业园看到，皓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6万吨高级氧化锌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
完工，预计8月可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4.6亿元， 达产后可年
创产值8亿元、税收8000万元，成为桂阳
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项目，差点儿
与桂阳擦肩而过。 ”桂阳县商务局负责人
介绍，皓钰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在项目
落户桂阳之前，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了
30多个产业园，各地都在争取。

“皓钰新材料为什么最终选择落户桂
阳？ ”记者好奇地问。

该公司董事长苏方波一边指挥工人
清理施工用具，一边说：“选择落户桂阳是
公司深入考察后作出的决定，这里不仅锌
资源储量丰富、园区设施齐全，而且招商
热情高、办事便捷高效。 ”

去年5月， 苏方波抱着了解一下的心
态来到桂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主

动陪同、洽谈。而后，他几次来桂阳考察都
是如此。

真情引得客商来。在去年11月举行的
第二届“郴商大会”上，苏方波与桂阳县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桂阳招商热情高，服务也很周到。 ”
苏方波说，公司在办理规划审批、林地审
批等前期相关手续时， 各部门有求必应，
大大缩减了项目落地时间。在政务中心办
理公司注册手续时，工作人员全程跟踪服
务，当天很快完成注册。

2017年11月，项目即将开工，可公司
办公、施工队住宿等让苏方波头疼。 他把
难题反映给舂陵江镇党委、镇政府，镇负
责人知晓后立马与当地村民协商， 高效、
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难题。

“项目尽快落地、投产，是对热情的桂
阳人民的最好回报！”苏方波请来4支施工
队，300多名工人不分昼夜抢工， 从项目
开工至现在，半年时间投入资金2亿多元，
已完成一期工程量的80%。

“在这里，可以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我一定用心把公司做大做强。 ”苏方波坚
定地说。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高世杰)“市县两级不仅给予企业税
收、土地、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拉通了2.6公里的康普大道， 还为我们送
上“大礼包”———支持5000万元的贴息贷
款，用于技改和药品研发，解决了巨额的
科研投入难题。 ”5月29日，康普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培安谈起常德的营商
环境感动地说。 他被这份真情打动，去年
将公司总部搬到了汉寿。这是常德坚持问
题导向，精准施策帮扶企业的一个缩影。

去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针对
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开展“暖企行动”，坚持
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收效明显。 今年年初，
该市线上线下调研600多家企业，针对企业
反映突出的成本高、用工难、融资贵等问题，

采取了规范降低涉企收费等5大举措； 该市
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入驻企业
微信群，受理企业反映的问题，并限时回复
办理，零距离、零成本、零障碍服务企业和项
目建设。今年3月25日，响箭重工反映无法办
理泵送车外省临时牌照，相关单位3日办结，
2000万元的北京订单未受影响。 该市举办
的“智汇洞庭 科创常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活动，桃源飞沃科技董事长张友君路演结束
后，就有投资公司前来接洽投资事宜。 这些
举措有效地推动了常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常德“暖企行动”期间围绕42
项活动内容， 开展涉企和项目服务活动
90场（次），解决企业反映问题230项。 下
阶段，该市将陆续启动“惠企行动”“护企
行动”“助企行动”， 切实为企业和项目建
设排忧解难，提高企业满意度。

搬离祖屋 还绿长江
———看广兴洲镇如何修复长江岸线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王文）一年
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来临。 按照长沙市住建
委统一安排，今天，长沙市建筑工程安全监
察站下发《关于加强2018年“三考”期间全
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噪声
控制工作的通知》，要求长沙市建筑工地在
高考、学考、中考（简称“三考”）期间严格执
行“限噪令”，各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所有
建筑工地必须停止施工作业活动。

按照通知，6月1日至18日为长沙市“三
考”静音特护期，各施工企业必须严格控制
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污染，白天场地边界噪声

不得超过65分贝；晚上禁止进行打桩、钻孔、
混凝土浇筑、电锯等强噪声作业，场地边界
施工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 在学校附近、居
民集中区域，中午12时至14时30分、晚上10
时至次日凌晨6时，禁止一切噪声施工。

“三考”期间（6月7日至8日、6月11日至
13日、6月15日至17日）， 各考点周边500米
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必须停止一切施工作
业活动。

通知要求各级安全监督机构加强“三
考”期间施工噪声专项巡查力度，对发生噪
声扰民的工程项目，坚决责令停工整改。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刘志科）日前，由株洲县本土企业湖南
鸿远高压阀门有限公司主导制订的国家
标准———《蒸汽疏水系统在线阀门内漏温
度检测方法》(GB/T34618-2017)，经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出版发行。这
是株洲县主导制订的首个国家标准。

湖南鸿远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门从事高温、高压阀门研究、生产、销售的企
业，是省科技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株

洲县有关部门支持下， 该公司主导制订的
《蒸汽疏水系统在线阀门内漏温度检测方
法》， 是我国主导制定的第一个高压阀门检
测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内蒸汽疏水系统在线
阀门内漏温度检测验收标准的空白。该标准
规定了蒸汽疏水系统在线阀门内漏故障温
度检测的内漏等级、检测规程、内漏检测判
断和特殊疏水系统阀门内漏检测规程等，为
蒸汽动力发电厂蒸汽疏水阀门内部泄漏故
障实时诊断提供了定性和定量依据。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杨昶）5月30日， 慈利县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联合党支部挂牌成立。 该党
支部由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慈利县
联合建立， 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加快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

今年慈利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均由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共设安置点25个，建
筑面积10.75万平方米，计划安置贫困户
1226户4302人。 针对项目点多面广、时
间紧、任务重、施工条件艰苦等情况，湖
南建工集团科学筹划、周密部署，成立专
门工作小组协调支持， 调集200余名管
理人员、2000多名劳务人员投入项目建
设。

嘉禾紧盯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今年已立案2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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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254
1059
9367

8
23
292

227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994
109227

505
311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6月1日 第2018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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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8016 元
02 1110 16 19 23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 月 1日

第 2018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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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8 1040 2181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996 173 518308

3 68

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30多个产业园，最终选择落户桂阳———

“在这里，可以放心投资”

常德“暖企行动”助推高质量发展

“三考”来临 静音特护
长沙建筑工地将执行“限噪令”

长沙10家环境教育基地向市民开放

株洲县本土企业主导

我国首个高压阀门检测国家标准制订

慈利：企地携手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