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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启动案情自助查询机制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近

日，常德警方启动受立案自助报案查询工作机制，市民
今后报案除了拨打110、 微信报警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
外，还可以通过自助报案终端完成。常德警方以信息化
为手段，整合立案系统、110接处警系统、自助报警查询
系统、执法监管系统等信息平台，实现对接报案、警情处
置和受立案工作全要素网上记载、 全流程网上运转、全
过程网上管理、全方位网上监督，将“机上、点上、端上、
网上和纸上”的报警全部纳入受立案管理室进行管理。

益阳：将建成四级湖长制体系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孙曙光）记

者今天从益阳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市刚刚出台了《关
于在全市湖泊实施湖长制的工作方案》， 以建立健全湖
泊保护长效机制。该方案提出，由各级河长办分级制定
湖泊名录，实现益阳境内湖泊全覆盖，7月底前分级明确
湖长，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湖长体系，并明确了开展湖
泊生态治理与修复等6大任务。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围绕端午节，把一台
戏、一条龙、一套书等文化产业做实。”
6月15日，作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
地首席专家， 正备战岳阳市首届文化
产业博览会的湖南理工学院教授龚红
林， 向记者展示了基地取得的前期成
果。两年多来，屈原文化研究基地拿到
了30余项省级以上项目， 出版著作23
部。

湖南理工学院与屈原文化结缘已
久。该学院主办《云梦学刊》，1985年起
就设置了“屈原研究”专栏，33年来共
发表海内外知名专家的屈学研究文章
410篇，栏目还被评为“第二届湖南省
期刊优秀栏目”。2015年， 该学院与汨

罗市签署合作协议， 共建屈原文化研
究基地。短短3年，基地就融合了语言
文字、文化传播、旅游开发、音乐舞蹈、
大数据处理等多学科方向教师， 凝聚
了48人研究团队，构建了科学研究、文
化传承、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协同创
新平台。

汨罗屈子文化园建成后， 屈子书
院整体交由基地负责， 湖南理工学院
多学科融合优势得以发挥。 导游需要
服装， 服装设计专业教师石丹丹拿出
以《楚辞》为灵感的设计，首批已经投
产。编撰出版的一套6本《屈原文化研
究丛书》，成为第一批入驻的文化特色
商品。书院还设计了体验传统乐器、吟
诵屈原经典诗作等活动， 让游客感受

端午节的独特魅力。
在多学科融入屈原文化产业的发

展思路下， 从事大数据研究的教师对
游客进行了精准识别， 为旅游宣传推
广提供参考。 旅游规划专家绘制了文
化旅游资源规划与产业链整合方案，
体育学院周次保教授拿出龙舟产业助
推方案, 多年行走在汨罗江畔开展调
查的侯新兰， 掌握了大量的汨罗江民
间音乐素材。

该学院将屈原文化融入人才培
养，“《楚辞》鉴赏与诵读”课程面向全
校学生开放， 吸引1800余名学生选
修。依据屈原生平创作的舞蹈《香草美
人吟》和《南国嘉树》，双双入选教育部
廉政作品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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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6月13日，记者走
进麻阳工业集中区长寿产业园， 园区
企业生产如火如荼。 在怀化建南机器
厂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正在对1万多
块智能电表做最后的高温老化实验，
检验合格后, 产品将发往国家电网和
南方电网公司。“今年1至5月，共生产
智能电表37万块。”公司负责人周建强
介绍， 预计今年可产智能电表150万
块，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

过去， 麻阳工业集中区企业主要
集中在锦江产业园区， 以传统高能耗
企业为主。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加
大传统企业技改力度，改进生产工艺，
增设废水处理、 锅炉废气处理等环保

设施，并关停严重污染企业，淘汰一批
落后产能。 锦江产业园区现有7家企
业，主要为生物制药、工艺美术品加工
类。 园区湖南利农五倍子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改进工艺、 改善污水处理
系统，对中药材五倍子进行精深加工，
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军工等领
域，公司的“利农”商标在2016年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在原有锦江产业园区的基础上，
2014年， 麻阳投资5亿多元创建长寿
产业园，发展以微电子、农副产品
加工为主的绿色产业， 先后引进
了湖南伟兴鑫鑫光电、 米米生态
等一批技术含量高、 发展潜力大
的项目。并探索建立院园、校企合

作模式，建科研大楼，配套建立博士工
作站、创新人才孵化器等，推动园区企
业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力。湖南伟兴鑫
鑫光电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与
设备，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品节能
环保，并通过自主创新，已拥有11项发
明专利、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目前， 麻阳工业集中区已入驻企
业16家，今年1至5月完成技工贸收入、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6.7%、
11.86%。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杨剑 许俊诚 黄巍）6月19日，
辰溪县森林公安局和县林业局森保站工作人员按照白
颈长尾雉的生活习性，在该县仙人湾瑶族乡找到一处合
适的地点，将4只白颈长尾雉安全放飞。

今年5月中旬， 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光明堂村村民
邓洪伟在山林中捡到4只野生雏鸟， 怀疑是国家保护动
物，便报告了乡政府。 得知情况后，县森林公安局与县林
业局森保站工作人员来到邓洪伟家中，确认其捡到的幼
鸟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 但当时幼鸟尚小，
不具备放生条件。 经县林业局森保站工作人员一段时间
精心喂养，三雄一雌4只幼鸟羽翼渐丰，已符合野外放生
条件。

据介绍，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产鸟类，已列入世界濒
危鸟类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数量稀少。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丘陵
地区的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和林缘灌丛地带，冬
季有时下到海拔500米左右的疏林灌丛地带活动。

� � � � 辰溪放飞4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白颈长尾雉
今朝受君恩 他日报春晖

� � � � 6月14日， 工作人员对白颈长尾雉进行健康检查。
许俊诚 摄

永州今年重点实施
19项民生实事项目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唐杰)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日前，永州市
出台了《2018年永州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
意见》，决定持续加大民生投入，重点实施19项
民生实事项目，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记者梳理发现， 这19项重点民生实事涉及
民生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就业促进、扶贫解困、
学位建设、百姓安居、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要
让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

永州市把办好19项重点民生实事作为全面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将各项任务
落实到14个市直主要责任单位，再由14个市直
主要责任单位结合实际，将任务分解到县区、管
理区、经开区，要求不讲条件、不讲代价坚决完
成。同时,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后续管理长效机制。

岳麓区开门纳言
优化麓山南路单行方案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陈新）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核心道路———麓山南路综合整治工程
的道路改造工程日前完成。今天上午，长沙市岳
麓区召开麓山南路单行交通组织意见征集会，
听取了高校、街道、社区以及交通部门和媒体代
表建议和意见。

麓山南路为南北向次干路， 全长5.4公里，
路幅宽度为26至30米，是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湖南师大学生上下课必经之路。 根据本次改造
方案，麓山南路由南往北采取单向通行方案，即
麓山南路（清水路至东方红广场）段社会车辆改
为由南往北单向两车道通行，而麓山南路（东方
红广场至清水路） 只允许大客车和公交车由北
往南单向行驶，而与麓山南路相交的清水路、阜
埠河路、牌楼路等，均为双向通行。据介绍，此次
改造贯穿了“公交优先、慢行优先、行人优先”的
理念。

在征集意见现场，参会代表同意该方案，并
提出增设信号灯、 电子监测设备和交通绕行标
志等配套设施，增加交通执法力量，加强交通管
理等意见。对此，麓山南路综合整治建设指挥部
负责人表示，将收集代表建议和意见，进一步优
化方案，尽快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一名律师新浪博客发公开信
“安化法院没让我

多跑一次”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曾来生 戴果）近日，一个名叫吴日安的律师在
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详述了自己在
安化法院的办案全过程， 称安化县人民法院是
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坚守者。 公开信很快引发
数千网友转发。

吴日安是湖南振瀚律师事务所律师，6月11
日，他在安化法院为自己的当事人领取了1.5万
元执行款。公开信中，吴律师回忆了他在安化法
院从诉讼申请到执行结案的全过程。他说，他每
次来安化都得到法院的热心接待， 自己按程序
申请，法院按程序受理，从来没有多跑一次。 记
者随后联系了吴日安律师， 他表示公开信确实
是他所写，案件执结完毕，他回到娄底老家，仍
然不能抑制自己的心情，当天就写了公开信，晚
上11时半左右发布在新浪博客上。“我只想表示
对安化法院的尊重。 ”吴日安说。

“现在是执行攻坚时期，安化法院对于每一
起执行案件都认真对待。”安化法院院长孟新军
说，这封律师的公开信，对全院干警既是肯定也
是一种鞭策，坚持司法为民，集中打好执行攻坚
战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 截至6月19日，安化
法院今年执行完毕483件案件， 给付执行款
6336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张雪珊

6月19日晚，邵阳市城区普降暴
雨。 到20日凌晨6时许，城内低洼处
已水漫金山、浊浪滚滚。

20日6时40分，雨还在下，邵阳市
双清区红旗小学六年级学生唐玉然撑
着雨伞， 匆匆往学校赶。 走到离学校
200米的巷子口时， 发现斜坡上的巷
子已变成一条小河。 浑浊的洪水从高
处急速冲下。唐玉然在路边站立不稳，
被洪水冲向坡下水深处。

在附近菜市场卖鱼的商户卢小
军，正在巷子口的屋檐下躲雨，他毫
不犹豫冲进雨中， 伸手去拉唐玉然

的手。 由于水流湍急，拉了两次都没
有拉住。 瞬间，唐玉然被洪水冲得无
影无踪。

几分钟后， 附近居民姜香娥听
到呼喊声。 她顺着卢小军指的方向
望去， 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在荷塘中
央的水流中挣扎。 姜香娥朝人影呼
喊：“不要怕！ 我马上叫人来救你。 ”

这时， 在附近巡查的社区干部曾
纪鹏和居民罗能波听到呼喊声， 急忙
赶过来。姜香娥叫儿媳妇搬来梯子，来
不及多想， 曾纪鹏和罗能波抬着梯子
跑过去，顺着梯子下到荷塘。“当时情
况很危险，水还在不断上涨，我们仅看
到荷塘中央举起一只小手。 ” 曾纪鹏
说，两人踩在荷塘的淤泥中，迎着齐胸

深的洪水，艰难地走到唐玉然身边，合
力把唐玉然抱起来。

“当我们把孩子抱起来时，她双
目紧闭，呼吸微弱，脸上青紫，全身
冰冷。 ”曾纪鹏说，孩子从落水的地
方到找到的地方，足有300米距离。

同时， 姜香娥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 唐玉然被救上来后，大家将她抱上
已赶来的救护车。此时唐玉然也清醒过
来。

“感谢大家相救，要不然我再也见
不到女儿了！ ”看到获救的女儿时，唐玉
然的父亲喜极而泣，对在场的人千恩万
谢。

经医院检查， 唐玉然身体并无
大碍，仅肺部受到轻微感染。

长寿产业园崇尚“绿色”
麻阳工业绿色发展蹄疾步稳

屈子文化园蓄势“起飞”
湖南理工学院做实屈原文化产业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刘名锋

“明天要早点来。”6月18日，祁阳县浯溪街道办事处小
江村，江西客商王科正为没有买到西瓜而懊恼。近日，小江
村的西瓜大量上市，人们纷纷上门抢购。

30多年前， 小江村主要种植水稻， 效益不高。1988
年，祁阳县科委来到小江村办点，通过取土检验等，建议
该村发展西瓜种植。

当时，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多人不敢第一
个“吃螃蟹”。

这时，时年35岁的徐连森等4名村民，抱着“相信科学
不会错”的想法，决定试一试。他们在县科委专家的指导
下，种植“新橙一号”西瓜10余亩，并严格落实科学管理、追
肥等措施，当年西瓜丰收，效益是种植水稻的2到3倍。

有了榜样， 村民们纷纷模仿。 西瓜种植面积逐渐扩
大，小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西瓜种植专业村。

后来又有了新的烦恼，西瓜多了，价格上不去，还一
度出现滞销。

怎么办？徐连森逐渐意识到，种田必须讲科学，要实
现“人有我优”。

他们请来省、市专家开办田间课堂，推广地膜覆盖、滴
灌等新技术，种植黄心等西瓜新品种。同样是西瓜，产量高
了，品质好了，售价高出市场价10%以上。

村里还将西瓜种植从一季发展到两季。秋西瓜每年7月2
日前播种，7月10日左右移栽，50天左右上市， 正好弥补了夏
季西瓜收获后的“空档”，效益同比夏季西瓜提高1/3以上。

如今的小江村，人数只有1070人，全村每年种植西
瓜超过800亩，还培养出一批西瓜种植大户，他们在村外
流转土地，大面积种植西瓜。村民田纲林在祁阳县白水镇
种植西瓜200多亩，一年纯收入100多万元。

产业兴，村庄新。近年，小江村家家住上新房，212户用
上了新厕所，修建村道15.8公里，道路两旁种植桂花树等绿
化树1.7万株。2017年，小江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该村先后
被评为全国基层先进党组织、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永
州市美丽村庄。

西瓜产业兴
小江村庄新

� � � � 6月20日上午， 邵阳市双清区高崇山镇， 部分农田、 道路、 房屋被淹。 6月19日晚至20
日上午， 该市普降暴雨， 大祥、 双清、 北塔、 邵东和新邵等县区受灾。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邵阳暴雨
农田被淹

小学生被洪水冲走后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1496
1 91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8
668
5837

5
1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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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721
6529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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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6月20日 第2018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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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4 1307 14 16 20 25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20 日

第 201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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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1040 496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62 173 201026

1 75

� � � � 湖南日报 6月 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6月19日晚至20日上午，邵
阳市普降大到暴雨， 多地发生较大
洪灾。从19日下午开始，该市各级各
部门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

据邵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
报， 至6月20日14时， 本轮强降雨
造成大祥区、 双清区、 北塔区、 邵
东县、 新邵县、 绥宁县、 洞口县7
个县区56个乡镇 （街道） 受灾， 受

灾人口24万多人， 倒塌房屋23间，
转移群众1.27万多人， 无人因灾死
亡。

此次强降雨造成邵阳市城区部
分地段积水严重， 给市民出行造成
很大困难。 从19日晚上开始， 邵阳
市、 区政府组织5个小组， 分头开
展抢险救灾。 在每个易涝点安排4
个人值班并进行应急处理， 还派出
3台应急车辆上路巡查。 到今天早

上8时， 易涝点积水已消退。
强降雨造成邵阳市21万多用户

停电， 邵阳供电公司累计出动107
支抢修队伍奋战抢险一线。 双清区
出动1500余名党员干部， 全力防汛
抢险。 新邵县要求各中小学、 幼儿
园停课一天。

目前， 邵阳市受灾群众情绪稳
定， 秩序良好， 生产自救和灾后恢
复工作全面铺开。

强降雨致邵阳多地受灾
各级部门积极投入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