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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龙交春）“湖南大三
湘公司生产的原香山茶油， 色泽金黄清
亮，香味浓郁，味道纯正。”6月19日，山东
烟台一家粮油食品公司专程到湖南大三
湘公司购买10吨茶油，用于市场销售。

据介绍， 大三湘公司采取冷榨冷提
工艺技术，生产的原香山茶油原香原味。
目前产品畅销上海、 广东、 江苏等全国
10多个省市和美国市场。据统计，今年
头5个月， 该公司共销售原香山茶油
1100吨，销售额达1.2亿元。

衡南县拥有林地面积179.2万亩，其
中油茶林面积39.98万亩。 今年3月，县
委、 县政府出台加快油茶产业发展实施
意见， 提出打造全国品质油茶第一县的
目标。 县财政设立县级油茶产业发展专
项基金，用于贴息、科技创新和资源培育
等奖补。整合县财政、林业、农开办等职
能部门涉农项目资金， 对衡南日灿等67
个油茶示范基地进行扩面提质。 县财政
投资500万元，引导林欣苗木中心等3家
企业合股投入1500万元，在云集镇斑竹
村建设面积达350亩的优质油茶苗木生

产基地， 还从省林木种苗站最新评审的油
茶优良品种中，筛选华鑫、湘林210等8个
无性系的油茶品种。 该苗木基地计划嫁接
优良苗木600万株。

为集约高效利用林地，该县在宝盖、花
桥、栗江等21个乡镇230个村实施“油茶庄
园”模式，每个庄园规划在100亩以上，建
立以种植油茶为主、养殖为辅，建设满足消
费者采摘、观光、度假、养生等多元化需求
的生态农业综合体。目前，该县已打造衡南
海松等3个油茶庄园， 引导和带动宝盖、栗
江等11个乡镇129户种植户新造油茶林面

积达1.1万亩。
据介绍，衡南计划到2025年新增油茶

林面积17万亩， 油茶总面积达56.98万亩。
目前，该县正全力申报衡南油茶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保护商标”，
以品牌效应和品牌格局抢占全国高端食用
油市场。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彭坚 佘来滨）6月20日，在娄底市
娄星区乐坪街道，志愿者李华香早早来到
街心社区， 指挥摩托车和共享单车停放。
这种义务劝导，她已经坚持了6个年头。通
过文明创建，娄星区劲吹文明之风，形成
了人人争当文明市民的良好氛围。

娄星区是娄底市城区所在地， 也是
娄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战场。 依托
文明创建工作，娄星区强化社区建设，完
善干部管理，形成系统化制度，构建志愿

者体系，全城唱响文明之歌。
在城市精神建设上， 该区注重发挥

社会力量作用，引导企业、群众建立和参
加志愿者队伍。全区共注册志愿者6万多
人、志愿服务组织7个、志愿服务站点61
个、志愿服务团队266个，实现了志愿服
务的全覆盖。组织开展“文明之星”“星
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文明院落”“文明
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 等系列创
建活动， 形成社会联动。 加大对见义勇
为、助人为乐等典型人物的奖励和宣传，

涌现出“中国好人”“湖南好人”13人，以及
一大批“国字号”文明单位。

在公共服务上，该区投入3760万元推
进社区建设和改造，清理陈年垃圾、疏通淤
堵管道、 改造背街小巷， 营造良好生活环
境。组织开展“有事请找我”“最多跑一次”
和交通劝导、结对帮扶等活动，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文明创建的成果。 通过构建“四点
半”学校、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大讲堂、
群众大舞台、邻里互助等社区平台，为群众
提供全方位服务，形成“邻里和谐一家亲”

的社区氛围。
同时， 该区强化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

作用，将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休闲圈”
纳入考察范围，出台禁酒、禁赌等规定，倡
导健康文明的家教家风。 将乡风文明作为
乡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完善乡规民
约、倡导厚养薄葬、破除陈规陋习等一系列
措施，引导村民移风易俗。

目前， 娄星区创文工作基本实现了全
民化、全年化、全域化，一座充满温度的文
明之城正初具雏形。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高红萍 罗奇峰）“我
一定引以为戒，以良好的工作作风
投入脱贫攻坚。”今日，新田县某单
位驻该县枧头镇李郁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石某某惭愧地说。 前不久，
石某某在工作期间无故缺岗。今
年，新田县作风办、扶贫办等联合
成立督查组， 不定期对全县230个
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在岗情况进行
督查。对作风不实、缺岗缺勤、履职
不力、干群反映意见大的，发现一
起、通报一起、处理一起。目前，该
县通报批评48名缺岗缺勤驻村扶
贫工作人员。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龚
柏威 何金燕 通讯员 王鹏)记者今
天从桃江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摧毁
了一个从广东至湖南的贩毒网络，
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 缴获毒品
1000余克及枪支两支。去年4月，桃
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办理一起贩
毒案时发现， 该县大栗港镇男子周
某某有贩毒嫌疑。 今年4月28日，民
警获悉周某某再次购进大量冰毒，
正准备从广东惠州运往湖南。 桃江
县公安局当即抽调警力组成抓捕小
组，在广东警方配合下，辗转惠州、
广州、汕尾等地，将嫌疑人抓获，一
举摧毁了这个跨省贩毒网络。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高春奇）“如果不是你奋不
顾身冲进火海救人， 陆梅春老人处境就
很危险， 太感谢你了！”6月18日下午，邵
阳县岩口铺镇新梅岭村党总支书记陆向
东， 对该村英勇救人的六旬老兵陆恒新
表示感谢与敬意。

陆梅春是新梅岭村的五保老人，80
多岁了，患有眼疾。6月18日下午，陆梅春
家灶屋突然着火，老人被大火困在家中，
大喊救命。 在附近干活的陆恒新听到呼
喊声，立即赤脚跑来，冲进火中，冒险救
出老人。随后，他又组织乡亲灭火。经1小
时奋战，将大火扑灭了。灭火中，陆恒新
的一只手腕被划破一道大口子， 鲜血直
流。等火灭后，他才去镇医院处理，伤口
缝了8针。

据了解，今年60岁的陆恒新于1978
年入伍，1981年退伍回家务农。平时，他
热心村里公益事业，受到镇、村干部与群
众好评。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邓倩

6月13日一大早，长沙市血液中心，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职工朱皥躺在采血床
上，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机器，分离出血
小板后，再流回血管。这是他第101次献
血。

今年50岁的朱皥，参与无偿献血19
年，捐献血液累计超过40000毫升，2016
年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第一次献血还是有点紧张。”2000
年11月的一天，朱皥偶然得知：湘雅二医
院一名孕妇大出血，血库告急。“做好事，
能救人！”怀着如此朴素的信念，他骑上
摩托就往最近的流动采血车赶。 献血之
后,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宽慰。

“从2013年起，我就开始献成分血，
当时血液中心的人告诉我， 这种献血方

式周期更短，能帮助的人更多。”朱皥给
记者上起了献血课： 机采成分血的时间
比较长，要70多分钟，像他一次可以采
集1.5至2个单位的成分血。而在临床上，
一个单位的成分血就能挽救一个成年人
的生命。

除了日常参加无偿献血外， 朱皥时
刻关注献血群和血液中心发布的信息，
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 诸如汶川地震这
类紧急情况下的“增援型”献血，他都一
次不落。

有人问他“年过半百为啥还要无偿
献血”？朱皥觉得，花一个多小时就能救
一两个人多活几十年， 这个事情就非常
值得。

时间一长， 为了献血而坚持下来的
“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清淡饮食，适
量运动， 让身体状况和血液氧饱和处于

最佳的状态”的自律生活，也让朱皥的身
体机能保持在了同龄人健康水平之上。

因为经常献血，朱皥身边聚集了一群
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同事。作为“老口
子”， 朱皥自然而然承担起为大家答疑解
惑的工作。

今年农历新年后，经常和朱皥一起献
血的一位同事，父亲因尿毒症引起造血功
能丧失被紧急送医，医生建议采取输血的
措施提升身体机能。当血袋挂上，血液随
着输液管一点一滴注入老人的血管，原本
脸色蜡黄泛青的老人脸色逐渐恢复。

“同事说她那一刻深刻感受到了一包
血带来的生机。”朱皥说，没有一件事会像
无偿献血这样能体现“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精神，这跟他所从事的电力工作一
样，神圣而伟大。

“破百归零！我在慢慢调整身体，希望
能献血到60岁。”拔掉针头，朱皥边起身边
说，从现在开始，他的献血之路要重头计
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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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国网湖南电力
开展防汛应急演习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骆君）“传
统茶叶加工是家庭作坊式的，用柴火炉熏烤，质量不稳定
又污染环境。现在茶厂升级改造，用电能替代柴火，既保
护了环境，又提高了质量。”6月20日，炎陵县神农生态茶
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龙辉平说起“电能替代”，连声称好。

炎陵县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农业资源丰
富。近年来，该县茶产业发展迅速，全县茶叶种植面积已
达1万多亩，年产茶230多吨，年综合产值过亿元，成为脱
贫致富支柱产业之一。 为解决传统茶叶加工中用柴火炉
熏烤的问题，国家电网株洲供电公司推广“电能替代”，助
力炎陵茶产业发展，推动精准扶贫。

前不久，炎陵县神农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完成了“电能
替代”改造，茶叶加工全部采用机械杀青、机械揉捻、机械
烘焙，茶叶品质大幅提高，企业纯利润翻了一番。

在炎陵县，“电能替代”也推广到了其他产业。该县策
源乡梨树洲村坐落在海拔1450米的山腰上， 是长株潭地
区最后一个通电村。笋干加工是该村村民主要经济来源，
以前用柴火加工，效率低下，新鲜竹笋容易变质。现在用
电能替代了柴火，电烤笋干效率高、品质好。

“电能替代”推动了炎陵县茶叶、竹笋等种植、加工规模
迅速扩大，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1万余人。近3年来，该县共
完成“电能替代”项目51个，累计用电4000多万千瓦时。

邵阳县六旬老兵
火海救人

桃江：
摧毁一跨省贩毒网络

新田：
通报批评扶贫不力队员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鄢吉 阳家
友）6月中旬以来，新化县“民间河长”招募有序进行。通过一
系列严格考核后，30名“民间河长”将持证上岗，参与全县河
库管理。在为期2年的任期内，“民间河长”们将履行日常巡
查、两岸垃圾清理、河流保护、科普宣传等工作。

新化县水系发达，河流纵横，水库密布，既是洪涝灾
害多发区，也是水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去年以来，该县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全面建立县、乡、村三
级河长体系，将93条重要河流、280座小二型以上水库纳
入河长制管理范畴，共设立县级河长48名、乡级河长183
名、村级河长687名。以河长制为主导，新化县着力构建
河道和水库的网络化管理格局， 实现组织体系全覆盖，
河库基础数据全掌控。

同时，实施县级河长会议、河长制信息共享、年度考
核与问责等9项工作制度；建立完善多方参与的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动员党员干部、群团组织、志愿者等各方力
量，广泛参与河道整治、河岸绿化、护水治水等行动，形成
共管、共治的氛围。去年以来，通过河长巡河，全县共查处
各类水事违法行为400余起，发出各类交办函45件，河流
水质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善。

新化着力构建
河道网络化管理体系
查处各类水事违法行为400余起

炎陵“电能替代”
推动精准扶贫

6月18日，道县境内洑水河畔，田畴阡陌，水清岸绿。近年来，道县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陆续完成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
畜禽养殖关停及搬迁、污水处理厂污泥达标改造等水污染防治项目。目前，全县已完成60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90个村的生活
污水治理任务，生态保护持续优化。 蒋克青 摄

田畴阡陌 水清岸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21日

第 2018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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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1040 672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0 173 150510

9 2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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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1147726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63036
3 2007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26
68901

1255608
10460093

28
2072
41591
369231

3000
200
10
5

0305 13 16 1906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65 3 0 2
排列 5 18165 3 0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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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考前夜大转移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朱毅 李石龙

6月19日至20日， 会同县境内突降
大暴雨。 该县林城镇从19日晚8时至次
日10时，降雨量达123.1毫米。

6月20日凌晨2时左右，林城镇洒溪
中学学生宿舍后方山体部分崩塌。 该宿
舍住着85名学生， 其中部分学生要参加
当天举行的中考。

“宿舍靠着小山坡，我担心会出现山
体滑坡，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6月19日
晚， 值班老师张武娟在学生睡觉前特意
叮嘱。当晚，雨越下越大，学生宿舍后山
发生崩塌，不断有泥石滚下。张武娟和于
东良老师立即前往查看， 并向学校领导
报告。

学校领导决定， 立即将险情上报相
关部门，同时迅速将学生转移到教室、会
议室、 办公室等处。 为了不影响学生中

考，学校老师协助学生铺好被褥，安顿学生
休息，各班班主任做好学生安抚工作。

6月20日凌晨3时左右，85名学生全部
转移并安顿好了。“一个都没有少。”清点人
数后，张武娟老师长舒了一口气。张武娟是
一名老党员，她说，这是她当老师以来最紧
张、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学生安顿好后，我们继续监测灾害点
情况。”于东良老师说，当时雨还在下，大家
坚守岗位，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考试发挥得不错，谢谢老师！”6月
20日中午，考完物理科目的学生粟谱蓉拉
着张武娟的手说。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章程）“10
千伏黄桥线三汊河台区被洪水冲毁， 三汊河泵站失电，
请尽快出动抢险队恢复泵站供电。”随着一声令下，电力
抢险队员马上奔赴抢险一线。昨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大型电力防汛应急专题演习。

应急演习模拟背景为：进入6月以来，长沙地区持续
出现强暴风雨天气 ，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 200至
250mm，湘江及其支流沿线全线超警戒水位，电网设施
遭受严峻考验……接到险情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迅速
出动，三汊河大堤完成临时照明架设，三汊河台区等地
均恢复正常供电，防汛演习圆满完成。

省电力有限公司运检部副处长刘定国介绍，为落实
省委、省政府2018年防汛工作要求，国网湖南电力公司
高度重视防汛工作，扎实开展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