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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章游
陈清峻）6月27日上午， 在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村一大片豇
豆地里，联系双龙镇的组工干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委组织部干部周陆云， 与村支书吴珊珊等10多人一起
采摘豇豆。

吴珊珊一边摘豇豆，一边与记者聊天。在组工干部帮
助下，村支两委牵头，村里成立了花垣苗姑娘种养专业合
作社，集中连片流转土地87亩，用于种植蔬菜，村里72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加入进来。这两天，他们从地势低矮
处采摘豇豆，已卖出1000多公斤，收入2000多元。

自治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龚明汉介绍，从去年
开始，州委组织部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开展“全员联创”工
作———全员联重点课题抓调研、 全员联基层组织抓党建、
全员联贫困对象抓扶贫、全员联重点项目抓创优，组工干
部绩效考核与联点乡镇脱贫考核挂钩；自治州及8县市组
织部门235名组工干部，共联系115个乡镇（街道），结对帮

扶18个村（社区）890户贫困户，人人当起了参谋助手、党
建能手、扶贫帮手。

为全面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自治州委组织部还
出台了《全州机关事业单位近年新录（聘）人员驻村锻炼实
施方案》，把近3年招录的35岁以下的1766名干部，全部派
到贫困村工作2年以上，要求他们下得去、沉得住、干得好。
据介绍，随着组工干部联乡镇、年轻干部下基层工作的推
进，自治州13.2万名党员干部已与19.2万户贫困户结对认
亲，实现了驻村帮扶村村覆盖、结对帮扶户户到人，为决胜
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础。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熊其宇）深
山放养的中华蜂蜂蜜、 明目提神的白茶……桑植县这些
“养在深闺”的土特产品，将逐步走出大山。6月27日，在长
沙市雨花区团委与桑植县团委联合举办的雨花扶贫电商
平台启动仪式上，“雨花区·桑植县青年创客之家”挂牌成
立，将帮助销售桑植的土特产品等。这是雨花区对口帮扶
桑植县的新举措。

“雨花区·桑植县青年创客之家”是公益性民办非企
业社会组织，主要承担小微企业的孵化与培育任务，目前
已入驻企业13家，涉及管理咨询、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品
牌营销策划、种养及土特产品销售等，对桑植县小微企业
成长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 雨花区驻桑植县帮扶工作队
队长贺耀表示，此举是推动雨花区、桑植县“携手奔小康”
合作框架协议落到实处的有力举措， 将为雨花区企业家
与桑植县创业者搭建“创意+项目+资金+技术+宣传”的

服务平台和联系桥梁，帮助创业者少走弯路和回头路。
今年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雨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赴桑植县走访调度，协商
确定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从今年至2020年，对口帮扶桑植
县做好“五个一批”工作，即推进一批产业项目、援建一批
基础设施、培养一批专技人才、提供一批就业岗位、开展
一批公益活动。

自3月以来，为做好“五个一批”，雨花区驻桑植县帮
扶工作队全力开展“五为服务”，即为就业搭平台、为创业
架桥梁、为产品找市场、为白茶树品牌、为公益献爱心，并
在桑植县设立就业创业帮扶中心、 智能制造人才培训中
心。目前，已为桑植县引进“湘互帮”扶贫电商平台，引荐
葛千年、源和油茶等企业到桑植县投资办厂，并争取长沙
高桥大市场、红星大市场等大型市场给予支持，帮助桑植
白茶等土特产品走出大山。

炎陵黄桃
“惊艳”世界水果博览会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通讯员 张和生 罗颖
记者 戴鹏）“自6月23日开始， 炎陵黄桃的广告片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知名度大幅提升。世界水果
博览会上， 好多客商直奔炎陵黄桃展位而来。”今
天，炎陵黄桃协会会长邝卫华说。

6月27日， 主题为“打造绿色健康水果时代”的
2018广州·世界水果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
炎陵黄桃与来自智利、泰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水果同台亮相。在炎陵黄桃展馆，“炎陵黄桃，桃醉
天下” 的广告语赫然醒目， 央视在“国家品牌计
划———广告精准扶贫”专栏推出的“炎陵黄桃”在电
视荧屏上滚动播出，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

炎陵县地处罗霄山脉中段，高山气候独特，昼
夜温差大，适合高山水果种植。2011年，炎陵县被
评为“中国优质黄桃之乡”。2016年，“炎陵黄桃”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今年， 炎陵县黄桃种植面积达5.1万亩， 挂果
2.2万亩，可实现综合产值4.2亿元。在这次博览会
上，已收到炎陵黄桃订单近35万公斤。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
袁光宇）“我已戒毒4年多了，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告诫自己，
再也不能沾染毒品， 毒品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危害太大
了！”6月26日上午，在邵阳市双清区禁毒委员会举办的“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大型禁毒宣传活动上，今年43岁的刘兴
解声泪俱下讲述了自己的戒毒经历。

刘兴解是大祥区蔡锷乡人，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
章，后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收入可观。1999年，
在好奇心驱使和朋友诱惑下，他稀里糊涂吸上了“白粉”。
到2014年，他被强制戒毒3次，家里100多万元积蓄化为乌
有，还欠下巨额债务。在他第3次被父亲和妻子配合公安机

关送进戒毒所后，绝望的妻子与他离了婚，父亲也不再来
看他。

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债台高筑，刘兴解悔恨交加、痛定
思痛，决心把毒戒掉，重新做人。慢慢地，他的心里产生了一
个想法：编写一部戒毒史，劝诫世人千万不能沾染毒品。

在戒毒所民警帮助下， 刘兴解用两年时间五易其稿，
写出了2万多字的《中国戒毒简史》初稿。解除戒毒后，刘兴
解在办鸡场谋生的同时，广泛搜集资料，再次两易其稿，终
于在今年6月拿出了近4万字的《中国戒毒简史》书稿。

今年6月， 刘兴解获得湖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第二届
“百千万”戒毒操守典型铜奖。

“全员联创”脱贫扛重任

对接桑植“携手奔小康”高考生暴雨天被树砸成重伤———

爱心人士
3小时捐款3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熊妮 黄云霞

6月28日下午，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外面，李华玲隔着玻璃，深情呼唤儿子黄荣耀。看到
儿子有微弱反应，李华玲激动得掩面而泣。

今年18岁的黄荣耀是桃源一中学生， 桃源县
木塘垸镇三汊港村人，今年参加高考，取得了总分
734分的成绩。6月24日下午5时许， 他到孔家河渡
口送完表哥，准备骑摩托车回家。突然刮起大风、
下起暴雨。一棵百年大树被大风拦腰折断，黄荣耀
头部被树杈砸中，他当场昏迷，后被好心人送到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李华玲告诉记者，黄荣耀从小懂事，学习声乐
特别刻苦。李华玲的丈夫黄开军在福建打工，她在
县城打工赚钱贴补家用。儿子受伤后，她和丈夫赶
到医院时，身上只有5000元钱。就在夫妻俩为儿子
医疗费一筹莫展时，社会各界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为黄荣耀开通急诊绿色
通道，直接把他抬上手术台抢救；学校积极奔走，为
黄荣耀联系保险公司，筹备捐款；班主任老师陶天旭
帮忙查询分数，征求家长意见后，又和专业老师孙金
爱一起，帮忙代填志愿；木塘垸镇政府和三汊港村村
支两委送来了6000元慰问金；黄开军在福建打工的
公司———八方讯通物流公司， 打来了第一批捐款
6700元。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志愿者肖艳红6月26日晚在“轻松筹”平台发起众筹，
引发社会关注，短短3小时，便有15069位爱心人士
共捐款30万元。

“大家对黄荣耀的爱，我们铭记在心！希望儿
子在这么多好心人帮助下，能早日脱离危险，早日
康复！”面对社会满满的爱，李华玲感动得泣不成
声。现在仍有不少爱心人士想捐款，她请记者转达
对他们深深的谢意。 她说，“我们已经有了30万元
救命钱，暂时不需要了。如果后期实在有困难，再
请大家帮忙。”

救人要紧
———新田县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冒险救治病人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亚婷

“搭帮你们及时救我，否则我就没命了。”6月27
日， 新田县骥村镇肥溪源村村民盘后发出院时，动
情地对县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说。

6月20日，新田县境内普降暴雨。18时04分，该
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电话响起：“骥村镇肥溪源村
有人吐血，病情危急。”

接到电话，值班医生肖冬与护士郑亚丹、司机
陈浩立即冒雨出发。

肥溪源村地处新田县大瑶山深处， 离县城有
20多公里。20多分钟后， 救护车开进了盘山村道。
突然， 头顶上传来轰轰声。 司机陈浩果断刹车。果
然，前方5米处山体塌方，雨水带着土石从山上冲下
来，挡住了去路。

好险！稍定，3人下车察看，见塌下来的土石堵住
了道路。路的另一侧，是深达数米的悬崖。大家稍作商
量，决定继续前行。他们冒着大雨和土石随时掉下来
的危险，徒手搬开挡在路上的土石。

半小时后，路面终于被清理出勉强能让救护车通
过的空间。19时30分许，终于赶到患者家。经过简单检
查和处理后，他们带着患者返回医院。

离开村庄没多远，车前大灯突然熄灭，司机急
忙下车检查，原来是进水引发短路。这时，患者再次
吐血。时间就是生命！肖冬、郑亚丹拿出手电筒，为
车子导航。

最初塌方的路段，又有新的土石堆积。肖冬、郑亚
丹下车指挥，陈浩开着车冒险闯了过去。

20时25分许，他们安全回到医院。医院早已做
好准备，救护车一停，大家立即把患者送进ICU病
房抢救。

原来， 患者是消化道伴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
血，并有肝硬化、胃溃疡等症，若不及时救治，生命
堪忧。

秦汉古道 穿越千年
6月27日，临武县秦汉古道入口文化园的太子少保殿和牌楼修复建设工程基本完工。临武县秦汉古道保护与旅

游发展项目，北起探花园，南至毛吉岭，全长约20公里。目前，项目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将于9月建成正式对
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陈文发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72 2 4 7
排列 5 18172 2 4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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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创响中国”
湖南湘江新区站活动启幕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以“产业引领·
融通发展、智汇湘江·科创新区”为主题的2018“创响中国”
湖南湘江新区站活动， 在长沙湘江基金小镇启幕。 从今天
起至30日，湖南湘江新区将连续举办政策服务、培训服务、
路演、论坛与研讨等活动28场。

“创响中国”是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重要预热
活动，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协会同地方政府举办，是推进

“双创”工作的一个重要宣传品牌。这次活动中，湖南湘江新
区公布了2017年度该区“双创”示范平台、优秀“双创”企业、

“双创”领军人物和新秀，共36个创新创业项目和13位创新
创业人员，将获得共计1800余万元扶持资金。

启动仪式后， 中国电子军民融合及智能制造合作伙伴
大会、 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成果转化路演活动先后举行，200
余家企业、“双创”平台、科研院所和投资机构的代表参加，
共同探讨央地合作“双创”发展新模式，助推“双创”成果转
化。

当天，中国长城、中电熊猫、中国振华、华大九天、长沙
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分别发布了PK体系产业生态、智能化平
板显示、芯片、自主可控EDA、长沙工业云生态等5个领域的
业务合作需求。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长沙先导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等12家企业总部， 集中签约落户
湖南湘江新区洋湖生态新城。

总部经济作为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湘江新区
加快引进和扶持的重点。今年3月，该区出台支持总部经济
发展实施办法，对符合要求的总部企业提供多项奖励，助推
总部经济集聚。目前，该区洋湖总部经济区已汇聚卓伯根（中
国）总部、宜家荟聚购物中心、金海集团湖南总部、湖南建筑
设计院、 湖南农信社、 腾讯视频湖南总部等30余家大型企
业、商会、协会总部。此次入驻的12家企业总部，包括6家国
企、3家大型金融机构及3家信息科技类总部型企业。

12家企业总部签约
落户湖南湘江新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28日

第 2018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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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1040 489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96 173 137708

5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28日 第2018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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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1358119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057912
12 991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96
88763

1439570
14855930

62
3146
53804
576581

3000
200
10
5

0911 20 27 3014

沅陵：“空中转诊”重症患者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纯意)

6月27日下午， 沅陵县龙舟广场降落一架医疗救援直升
机， 一位因车祸致严重外伤的患者由该机转往长沙湘雅
医院急救。 这是沅陵县人民医院通过远程会诊空中转诊
的首位患者。 患者为河北保定人，6月24日因车祸致严重
颅脑外伤、脑出血、肺挫伤等，入住沅陵县人民医院，医院
多科协作将病人病情控制在相对稳定状态。 但患者病情
严重，呼吸完全依赖呼吸机维持，医院利用远程会诊，向
湘雅医院申请开启空中救援系统。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敬波 张为

端午源头美，龙舟故里新。6月28日，国内外15支龙舟
队齐聚汨罗，参与第一届“屈原杯”汨罗江国际龙舟拉力
赛，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激情对决，给国内外游客奉上
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视觉盛宴。

赛龙舟，祭屈原，这是中华民族的祭礼。“肃静！执行
陈设。”8时30分，随着主司仪杨良基的口令，“朝庙”仪式
开始。钟鸣，炮响，乐起。主祭人虔诚向屈原献酒，献果品、
三牲、纸钱。“献祭文！”厅内响起深情的吟诵声：“呜呼屈
子，逢时不祥。鸾凤伏窜，鸱枭翱翔……”“点睛！”“上红！”
龙头系上了红绸，屈子祠内，嘉宾上香烛，齐声唱和《屈原

祭》。
祭祀完毕， 在鞭炮锣鼓钟磬声中， 龙舟桡手抬起龙

头，扑向汨罗江，为龙头“洗澡”。
同醉端阳惦念多，风追诗赋汨罗波。“我宣布，汨罗江国

际龙舟拉力赛开幕！”9时38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副主任尹国臣宣布开幕，香草湖上龙舟竞渡，鼓点应和
着船员的号子声破开水浪，岸上观众欢呼呐喊声不断。

鼓槌擂响箭离弦，振臂齐声斩浪尖。当天，100米、200
米直道竞赛采用4条航道，采取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
赛、决赛的方式进行。经过近3小时激烈角逐，汨罗龙舟队
摘得两项冠军；新会鸿达堂龙舟队、长沙千龙湖龙舟队分
别夺得亚军、季军。

华容：党员开展“两重温”活动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非平 亚平 王晴）今天，华容县

委书记刘铁健向县纪委监委9名党支部书记分别赠送了
一份特殊的“七一”礼物———各支部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入
党志愿书复印件。在建党97周年到来之际，华容县纪委监
委组织开展了“重温入党志愿书、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重温自己的入党志愿书，让人激情澎湃，当初的豪
情仿佛又回来了。”活动现场，有着32年党龄的杨建军同
志与大家分享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入党志愿书。“‘两重温’
让我们拾起当初的誓言， 心里流淌信仰， 心底燃烧起激
情。”华容县纪委常委成星说。

邵阳戒毒人员编写《中国戒毒简史》
劝诫人们“千万不能沾染毒品”

风追诗赋汨罗波
———第一届“屈原杯”汨罗江国际龙舟拉力赛速写

自治州

雨花区

与19.2万户贫困户结对认亲

做好“五个一批” 开展“五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