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绝随意转包、财务不清

冷水江实施
村级工程精细化监管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张伟琳）“村级工程项目有了全程
监管，不用担心随意转包、结算不规范等
问题。 ”7月6日，冷水江市铎山镇石坑村
饮水安全工程协商会上， 村民为村级工
程精细化监管点赞。 该市纪委、监委将从
全市村级工程项目中选取10个试监点，
实施精细化监管，打造“阳光民生工程”。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 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以村级
为主体组织实施的工程项目日趋增多，
但也存在着随意外包、转包等问题，导致
工程质量不达标、财务不清晰、暗箱操作
等。 在今年的农村涉纪信访件中，冷水江
有31件为村级财务信访，占37.8%。

为规范村级工程项目建设， 从源
头防止腐败发生，冷水江市纪委、监委
牵头，拟定了村级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针对村级工程项目的管理（监督）机构
与职责、立项要求、招投标流程、合同
签订、变更审核、质量安全、竣工验收
及违纪处罚等方面进行细化， 让村级
工程项目实施和监管都有规可循。 同
时，突出监管留痕、公正公开，落实群
众对公共事业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
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用水不再愁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7月6日，双牌县五星岭乡朝阳村机器轰鸣，钻井机下涌
出一股清泉，瑶胞们奔走相告：“用水不再愁了！ ”

朝阳村是库区移民瑶族村，村庄地势较高，全村469人，只有
一口山塘供给大家生产生活用水。 村民卢永平说：“以前，我们这
是‘天干十天无水喝，先洗脸来后洗脚，洗脚以后给牛喝’。 ”

前段，因为长时间晴热高温，朝阳村生活用水困难，370亩
早稻旱情严重，再不灌溉，面临绝收。

见此情景，6月底，对口联系该乡的县统战部和五星岭乡政
府请地质、水利专家到村里“会诊”，经过反复勘查，认为只有打
深水井，才能解决村里用水的难题，并确定了打井的位置。

“然而，钻到50米还没见到水，大家开始担心，怕是白干
了。 ”村民苏小凤说。

于是，专家再次来“会诊”，商讨后决定继续向下钻。60米、80
米、100米……钻井机钻至130米时，终于找到了地下水。 经过计
算，水流量可以满足全村人畜饮水和370亩耕地的灌溉用水。

五星岭乡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用最快的速度建好
蓄水池和水网管道，解决村民们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肖庆宾

7月6日，因为连日大雨，穿吉首城而
过的峒河水位陡涨。

傍晚时分， 一群弹弓竞技爱好者在
西环路石家冲大桥的河边， 用弹弓射击
随洪水倾泻而下的垃圾杂物进行练习。
正当大家有说有笑地弹射时， 一个清晰
的喊声从河对岸传来：“救人啊！ 有人落
水啦！ ”

顺着呼救声，杨劲松抬起头一看，对
岸上游河水中， 一个仅露出头在水面的
人，正随着河水一路起伏向下漂来。“不
好！赶紧救人！ ”杨劲松不假思索，马上脱
了上衣和外裤，一个猛子就跳下了河。

“噗通!噗通!”紧接着，邓德武和麻小
群也跟着跳进浑浊的水中。

水性最好的麻小群最先靠近落水女
子。“莫怕，手给我，千万莫箍我！ ”他一边
喊着一边抓住女子。 万幸的是，麻小群发
现她背着一个背包， 背包向上的浮力托
住了她，这才使她得以漂浮在洪水里。

这时，邓德武也游了过来，他赶紧拉
住麻小群。 紧接着，杨劲松又拉住了邓德
武。 4人牵着手，在湍急的洪水中奋力一
起往岸边游去。

“几分钟的距离，却花了游几十分钟
的劲。 ”3人事后坦言，虽然觉得自己水性
还行，但浑浊的水面、湍急的水流、不明
朗的水下情况也让哥仨好一番折腾。

此时，两岸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有人
跳上停靠在岸边的一条船， 把一根木棍
尽力递给水中4人。 杨劲松抓住木棍，拉
扯着向船边靠拢。 终于，在船上群众协助

下，哥仨成功将女子救上了船。
女子被救上船时，双目紧闭，呼吸微

弱，脸上青紫，全身冰冷。 据目击群众说，
从落水到获救， 女子已漂流将近1公里。
见落水女子已无大碍，3人又游回了对
岸，没有留下姓名。 落水女子经检查身体
无大碍，当晚即被民警护送回家。

现场群众拍下的救人视频， 引爆了
吉首市民的微信朋友圈。 多家自媒体以
“寻找救人英雄” 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 经过当地媒体努力查找，第二天终于
找到了3人。

42岁的杨劲松和55岁的麻小群，同
是吉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的职工；51岁
的邓德武，是龙山县里耶镇东桃村人，在
吉首地区做了16年木匠。

“不要叫我们英雄， 这是救人的本
能，毕竟人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杨劲
松对来访的记者说。

3位平民英雄，用他们的见义勇为救
下一条命，感动一城人。

张家界：
首家个人“民博”开馆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田育
才）7月6日，张家界首家由个人创办的
民族民俗文化博物馆———国聪民俗博
物馆正式开馆。 该博物馆位于张家界
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彭家巷社区，由张
家界市优秀企业家、“玻璃大王”屈国聪
和夫人李国玉共同创办，馆中展品包括
农耕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老车文
化等多个领域，收藏了红木雕、石雕、土
家绣品、土家民居实物、原始生产工具
等，共有收藏品数百万件。

望城：
“爱心”买走滞销生猪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郑旋）7月
6日下午，随着一辆载着10头生猪的大货
车从家门口驶离，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
道中山村贫困户叶国红心里的石头总算
落了地。 今年50岁的叶国红，由于患有坐
骨神经痛，加上两个女儿分别在读大学、
高中，每年有5万余元的负担。 将生猪卖
个好价钱，是他的期盼。 不料，今年来生
猪价格行情下滑导致滞销，把他急坏了。
湖南裕湘阁湘菜文化投资产业有限公司
主动上门， 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将叶国红
养殖的生猪全部收购， 并计划与之结对
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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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周晓鹏 周磊)7月2日，走进溆浦红
花园工业园湖南益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见车间里焊花飞溅，工人们在赶制山
东、四川等地订购的新型污泥干燥设备。
据了解， 该公司生产的污泥干化处理系
统工程设备畅销国内外， 今年已完成销
售收入3000多万元。

“坚持创新驱动，‘山窝’里也能飞出
‘金凤凰’。 ”溆浦县委负责人介绍，该县
以科技创新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点， 突出
基础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大力发

展农特产品精深加工、健康医药、先进制
造、电子信息等产业。该县突出重点办好
红花园工业园， 引进了一批在各领域掌
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益能环保的污泥干
化处理技术、 珠华制造的高铁列车配件
生产技术、晟芯电子的蓝牙芯片技术、创
信光电的智能LED光电技术等， 成为推
动园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目前，已有入
园投产企业29家。今年上半年，园区完成
技工贸总收入9.1亿元，实现规模工业增
加值2.35亿元。

同时， 溆浦县积极引导企业与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产学研对接合
作。县内瑶茶企业与美国佐治亚大学、德
国马克斯·普朗克心肺研究所等单位开
展合作， 取得瑶茶相关专利4项。 今年6
月，“溆浦瑶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由湖南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4
款技术被美国硅谷幼发拉底孵化器
选中， 双方共同成立了美国Herb-
heal公司，首轮估值1000万美元。

溆浦县还深入开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出台专利申请资助
与奖励办法， 制定加大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行动计划， 鼓励单位和个人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2015年以来，该县累计
申请专利472件，获授权197件，并培育国
家级高科技企业2家；2016年以来， 引进
和转化科技成果39项， 直接创造经济效
益1.2亿元。

�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蒋海兵）6月30日22时，满载255
个集装箱的湘水运19号班轮， 自岳阳城
陵矶新港码头启程， 驶向上海外高桥码
头。 6月份，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旗
下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和长沙集星公司
分别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6350标箱和
16085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和44%。

今年来，国家暂时中止岳阳林纸进口
废纸配额、岳阳林纸成品纸转内销、广汽

三菱汽车配件属地化生产等多重不利因
素叠加，造成城陵矶港务集团全年集装箱
量减少6万标箱左右。 面对严峻形势，该集
团全员参与市场拓展， 采取主动与船代、
货代公司及生产企业沟通对接，帮助客户
分析物流形势、制定科学物流方式，使东
北粮食、内蒙煤炭、湖南建材等通过“散改
集”“陆改水”，有效扩大货源、增加箱量。同
时，实施“西进”战略，与中远海、重庆港盛
等公司对接、沟通，开通了“宜-岳-沪”水

水中转航线，其中“宜-岳”线每周3班、“岳
-沪”始发班轮每周新增1.5班，每月可新增
集装箱吞吐量3000标箱。

该集团致力“打造长江最快最优港
口”，以优质服务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实
行30天免堆存费、实行服务承诺制、优化
生产管理系统、 购置专业拆箱服装和工
具等措施， 大大提高了港口美誉度和影
响力。 从4月份开始，该集团领导带头深
入生产一线解难题、促生产，中层干部和

子公司班子成员全员下沉， 科学组织生
产。新港公司开展“夺高产、创新高”劳动
竞赛，每天交接班时间由原来1小时压缩
为30分钟；集星公司生产、技术、安监部
门每天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提高生产效
率。岳阳、长沙两港单台岸桥平均每小时
作业量达到25.94自然箱。

今年上半年，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
集团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3138标箱，
同比增长1.1%，实现稳中向好。

联展、联研、联品、联演、联动

株洲2018“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活动落下帷幕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谢昱婷 马

晶）今日，2018株洲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在株洲
神农大剧院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由株洲市文体广新局主办， 株洲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株洲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多彩非遗，美
好生活”为主题，7月6日至8日，以联展、联研、联品、联演、联
动方式，相继举办湘赣两省4市陶瓷名家作品展、陶瓷技艺
传承与创新研讨会、非遗食品展销会以及长沙、益阳和株洲
三地联演花鼓戏———传统折子戏展演4大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来自江西景德镇及我省株洲、长沙、岳阳等
地的12位传承人携精品力作参加联展。 景德镇的手工制瓷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云鹏及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邓希平，“陶瓷书法”代表性传承人朱丹枕，长沙铜官
窑代表性传承人刘坤庭， 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陈丽、黄永平，岳州窑代表性传承人吴军平等国家和
省级陶瓷大师， 与观众进行亲密互动， 现场讲解和演绎陶
艺。

通讯员 陈艳梅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个别党员连续两三年未交党费，村级
自行收取易地搬迁贫困户超面积建设款，
纪委书记违规接受请吃……” 7月3日，长
沙市委主要负责人与浏阳市32位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面对面谈心谈话。

谈话中， 这位主要负责人针对上半
年市委巡察和市纪委、 市监委办案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直奔问题，揭短亮丑，辣
味十足。

“认真实行整改落实‘销号制’，做到
整改一个销号一个， 努力确保事事有着
落，件件有回音。 ”普迹镇党委书记廖尚
福当场表态。

“谈话提醒一个都不能少，平常多讲
几声，就会少一些高墙内的悔恨。 ”浏阳
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
廉政谈话， 市委认真梳理了党的十九大
以来， 该市各级党组织在党的建设特别

是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5
类32个，开出“处方”，对症下药。

今年以来， 浏阳市坚持把谈话提醒
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来开展，市
委常委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组织廉政谈
话，掀起了市级领导分线谈、市直部门分
层谈、派驻纪检组重点谈、基层乡镇经常
谈的廉政谈话热潮，市、镇、村三级全覆
盖，其中，市级领导干部共开展谈话提醒
120余次，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有效管住了一些干部苗头性的问题。

“起初我只想着自己的任务完成就
好了，没有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态度也
不好，让老人家跑了几次。 ”“七一”前夕，
面对镇纪委委员汤继辉的约谈， 浏阳市
永和镇石佳村社保专干刘学表示惭愧。

在谈话时间上，该市既抓住日常提醒，
又把握重要节点、重大节日进行警示教育，
对新任领导干部和转任纪检监察组织负责
人，要求必须开展任前廉政谈话。

“听了王医生的案例，很震撼很受教
育， 对我们刚步入中层干部岗位的新人
来说，是一场及时雨。 ”5月8日，参加完全
市教育卫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谈心谈话
后，卫计局干部潘辉有感而发。 她口中的
王医生，是该市中医院医师王歧黄，曾利
用担任金刚镇卫生院院长的职务便利，
先后多次违规收受人民币共计8.1万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 2017年，王歧黄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以案明纪敲警钟，直面问题唱黑脸，
批评教育有辣味。 市纪委监委驻住建局
纪检监察组提前摸底，“私人定制” 廉政
谈话。 比如，发现住建局执法队副队长邓
志方与某办证中介机构负责人关系密
切，可能影响执法公正性，纪检监察组与
他在谈话中明确指出问题，发出提醒。

“通过廉政谈话，干部的纪律规矩意
识明显增强。 ” 浏阳市纪委、监委负责人
介绍，2017年，浏阳市查处党员干部违规
办酒的案件有19起之多， 但通过在各种
廉政谈话中进行正反教育， 反复强调党
员干部要带头推进移风易俗治陋习，今
年没有发生一起。

溆浦以科技创新培育经济增长点

红花园里飞出一批“金凤凰”

城陵矶港务集团打造长江最快最优港口

“散改集”“陆改水”稳中向好

救下一条命 感动一城人
———吉首3市民勇救落水女子的故事

浏阳市做实做细谈心谈话工作———

“廉”声不绝于耳

新闻集装

腾云顶下黄花香
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圆满闭幕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孟姣燕 通讯员 刘
国庆 付姣龙）“风也香，云也香，腾云顶下黄花香……”在女
歌手高亢嘹亮的歌声中，2018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黄花菜
美食文化节颁奖晚会于7月8日晚上8时在祁东县电影院举
行，为本次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祁东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为深度挖掘祁东黄花菜的文化
内涵，促进黄花菜产业升级，助推乡村旅游与农业产业化深度融
合，巩固脱贫成果，“黄花盛宴·醉美祁东”2018中国黄花菜之乡·
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于6月6日至7月8日在该县隆重举办。

本次节会历时33天，期间黄花菜厨艺比赛、祁东美食抖音
小视频拍摄大赛等8项主体活动相继举行。 今天，节会迎来了最
高潮———嘉宾参观考察黄花菜产业基地、 黄花菜文化论坛、祁
东黄花菜标准宴品鉴会及颁奖晚会等4项节会主体活动。

黄花菜厨艺大赛是本次黄花菜美食文化节的重点活动
之一。 比赛中，专家评审团依据44位选手制作的88道佳肴，
最终评选出“祁东十大名厨”。 其中，特金奖1人、金奖2人、银
奖3人、铜奖4人。

本届美食文化节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湘菜报主办。

彩色水稻
添彩韶山
7月5日， 韶山市韶山

冲，毛泽东故居前的稻田中，
“中国梦”“不忘初心”字样的
彩色水稻引人注目， 成为一
道新的风景。 方阳 摄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8 3 4 8 8 0 1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341609.1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82 4 0 0
排列 5 18182 4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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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8日

第 2018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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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 1040 797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9 173 221267

3 9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7月8日 第2018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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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219513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20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550329
8 9376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04
85462

1536502
12323987

54
2882
52185
448499

3000
200
10
5

1210 17 18 3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