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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城步荣膺

“中国山歌之乡”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阳望春）7月18日，在2018·湖南（南山）六月
六山歌节开幕式上，城步苗族自治县被中国少数民族文
化艺术促进会授予“中国山歌之乡”称号。

城步各民族同胞自古以来爱唱山歌，逢年过节唱山
歌，田间地头从事生产唱山歌，婚丧喜事唱山歌，饮茶喝
酒唱山歌，谈情说爱唱山歌……风雨桥上，乘凉树下，鼓
楼茶室，处处可为歌场，山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清乾
隆五年（1740年）农历六月初六，该县长安营镇爆发了一
次农民起义，乡民以山歌鼓舞士气大获全胜，自此，“六
月六山歌节”逐渐演变为当地节庆活动并传承至今。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邵阳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该县坚持节会搭桥、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连续成功举办了21届“六月六山歌节”。通过
举办六月六山歌节，催生了一系列民族文化品牌，产生
了叠加辐射效应。 城步吊龙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龙舞之城、苗拳、打禾鸡列入国家体育非遗
保护名录，油茶习俗、中国南方杨家将之乡故事列入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古苗文石刻和古岩画
群”进入国内考古“十大新发现”，该县获评“中国吊龙
之乡”和“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称号。“六月六山歌
节”已成为湖南省四大节庆品牌之一，今年5月又获批
列为全国第四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起步于
城步的“六月六山歌节”，由此走出大山、亮彩湖南、享
誉全国、惊艳世界。

目前，该县正以喜获“中国山歌之乡”称号为契机，
不断传承创新、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聚力将湖南（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打造成为全国品牌的节庆活动。

常德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30个优秀团队共获57万元奖金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黄勇强
曹明）7月18日，第三届“中国创翼”创新创业大赛常德
选拔赛暨常德市2018年度创业大赛决赛在武陵区人
民礼堂落下帷幕，该市30个优秀创业团队共获得57万
元奖金。

自2013年开始， 常德市连续举办创新创业大赛，
每年孵化800多家小微企业。 今年的大赛由市人社局
主办、市就业处承办，自4月启动以来，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600余个
项目（创业团队）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南方牧草种植
与饲草加工项目、 汉寿乳猪项目分别夺得创业创新项
目组、返乡创业专项组第一名。部分优秀参赛项目将代
表常德市参加今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湖南省选拔赛。

雨花区出台环境问责制度
领导干部头上

多了道环保“紧箍”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通讯员 刘倩 记者

王晗）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不按规定报
告或在报告中弄虚作假的领导干部， 今后将
被环境问责制度问责。 7月18日，长沙市雨花
区发布了《长沙市雨花区环境保护问题问责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行领导干部
环保问题处理落实不到位问责新规。据悉，这
是该区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
分方面的专门规章， 对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以及企业的各类环境保护违反行为和
量纪标准作出了规定。

《办法》共5章15条，明确了问责适用的范
围、对象，问责的原则，问责的情形，问责的方
式、程序及结果应用等。 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
由各级党组织、 纪检监察机关或者行政主管
部门、任免机关进行责任追究,重在遏制当前
各种环保违法违纪行为频繁发生的势头，同
时从源头上预防环保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构成违纪的，由纪委（监察委）进行立案审查
调查，追究党纪政务责任；涉嫌犯罪的，按程
序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了解，《办法》 是雨花区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系列行动中的重要环节， 系统明确
处罚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问责办法， 是该区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制机制改革的
有益探索。

环保督察期间，该区责令改正88家，立案处
罚21家，总处罚金额102.7万元，立案侦查一件，
行政拘留4人，17人因环境问题被追责问责。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湘龙 李波

“啰啰啰……”7月17日，12岁的小
男孩邱佳豪跟往常一样起得很早， 照料
卧病在床的父亲擦脸、喝水、吃早餐，然
后到屋门口喂鹅。

邱佳豪是洪江市黔城镇双溪中心小
学6年级学生。 其父亲高位截瘫，母亲患
风湿性心脏病， 他用稚嫩的双肩撑起这
个家。

父亲勤劳、母亲质朴，邱佳豪家虽不
富裕，但曾过得幸福而和谐。

天有不测风云。 2012年6月，父亲邱
光连遭遇车祸，高位截瘫。 为治疗，花光
了肇事方的赔偿款和家里的积蓄， 一家
人生活陷入困境。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6年， 母亲
卢宣言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东借西

凑， 勉强凑足了费用， 进行了心脏换瓣
膜手术。

面对家里的变故，当时年仅10岁的
小佳豪表现得十分坚强。 看着父母终日
以泪洗面，小佳豪安慰他们：“爸爸妈妈，
你们别哭，家里还有我呢！ ”

父亲瘫痪后， 母亲要独自一人干农
活，照顾父亲的重任便落在邱佳豪身上，
他利用学习空闲时间， 给父亲吸痰、擦
背、喂饭、喂水……

母亲病后， 邱佳豪更忙了， 既要上
学，家里大事小事都得他一人忙活。每天
晚上很晚，才能温习功课、写作业。 睡觉
前，小佳豪还会跟父亲说上一会儿话，说
说外面的事。说到高兴时，父亲咧开了嘴
笑。

虽然很难像同龄人一样玩耍， 但邱
佳豪觉得很充实。“只要看到父母气色
好，我心里就踏实。 ”邱佳豪说。

其实，邱佳豪并不是邱光连、卢宣言
的亲生子，而是他们从外地抱养的。当邱
光连瘫痪、卢宣言也重病卧床时，卢宣言
含泪跟小佳豪讲述了他的身世。 小佳豪
听后流着眼泪说：“妈， 您永远是我的亲
妈，我不会离开你们。 长大了，我还要给
你们盖新房子。 ”

在邱佳豪父亲躺着的房间里， 记者
看到两扇门上贴满了奖状。 困境中的佳
豪依然乐观、上进，充满阳光。

邱佳豪家离学校约有4公里，为了挤
出更多时间照顾父母， 他每天慢跑上
学。 在学校， 他认真上好每节课， 抓紧
时间做好习题。班主任告诉记者，邱佳豪
勤奋好学，各科成绩都比较优秀。“佳豪
是一个热心肠，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找他，
他都会耐心帮助解答。 ”同学曹棕星说，
邱佳豪勤奋、节俭、孝顺，为同学们树立
了榜样。

“移”出来的
风清气爽

———芙蓉区马坡岭街道
移风易俗为群众减负

见习记者 欧阳倩

“移风易俗后，我们社区一年大约可以省
出三四百万元！ ”谈到移风易俗的好处，长沙
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新安社区工作人员李娟
红直接用数字说话。“下午我们有场表演，居
民自编自演通过歌舞形式再次宣传移风易
俗，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 ”7月18日，李娟红
向记者发出邀约。

在新安社区广场， 十余名身着表演服的
居民正在为活动开场舞蹈做排练。 他们舞动
着手中的扇子，舞步轻盈、身姿婀娜。“自从倡
导移风易俗后，我们不打麻将，也不攀比人情
了。一有时间大家就跳跳舞，社区广场舞队伍
也从50人壮大到200人。 ”

说起以前高频度的宴请， 居民张清梅大
倒苦水：“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加起来不到
3000元。 以前亲戚家摆酒我们随个份子就得
上千元，其他酒席少说也要送四百六百。如果
一个月有3场酒席，我们手头就特别紧了。 现
在社区自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倡议不办
酒、少办酒，礼金也被控制在200元左右。 ”

“从发出移风易俗倡议以来，你们最直接
的感受是什么？ ”记者问。

李娟红说：“以往居民羡慕的是谁家房子
多、票子多，现在羡慕的是谁家妻贤子孝、家庭
和睦；以前居民热衷于比车子、比排场，现在不
比阔气比公益。 ”据悉，马坡岭街道在推进移风
易俗过程中，引导辖区党员、致富能手、本地企
业商家做公益。 她介绍，居民彭振兴自掏腰包，
连续7年组织志愿者与32户贫困学生结对帮
扶；党员杨多武自费购买花卉种子，把拆违后
的建筑垃圾场地打理成了绿化公园。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张和生）“炎陵黄桃，桃醉天下。 ”这
不再只是央视宣传片中的一句广告语。
今天上午，2吨炎陵黄桃经株洲海关检验
合格，从长沙航空港起飞运往新加坡。工

作人员介绍，这是炎陵黄桃首次出口，出
口总量为8吨，将分批运往新加坡。

炎陵县森林覆盖率达83.55%，生态
优良、海拔较高、气候适宜，是种植黄桃
的理想之地。 经多年培育， 炎陵黄桃以

“靓、香、甜、脆”的独特品质赢得消费者
青睐，获评湖南十大农业品牌，并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还入选央视“国家
品牌计划-广告精准扶贫”项目。

今年，炎陵县黄桃种植面积达5.1万
亩，其中挂果2.2万亩，预计产量1.2万吨。
除了进一步覆盖国内市场， 炎陵县还积
极开拓国际市场，除新加坡外，炎陵黄桃
还将出口阿联酋、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致公党株洲市委
开展扶志助学活动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通讯员 冯峰 记者 李文峰）
近日，致公党株洲市委开展的“爱心妈妈”扶志助学
活动在株洲市雷打石镇实验学校结束。

这次活动是致公党株洲市委联合广东狮子会雄
鹰高尔夫服务队开展的，以“扶志助学”为主题，与茶
陵县思聪街道清水村桃坑学校35名贫困学生及留守
儿童进行对口帮扶。 爱心人士还与山区孩子一起开
展了定向越野等一系列活动， 并向孩子们发放助学
金4万余元和近6万元的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

祁阳教师暑假“充电”忙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文

何顺）今天，祁阳县教师进修学校里传来整齐的朗读
声， 该县2018年暑期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培训正在进
行。

近年，祁阳县高度重视教师继续教育，将教师培
训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各学校按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
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全县年均投入上1000万
元，依托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本研修五级培训
网络，做到师训工作全覆盖。 该县连续三年跻身“国培
计划A类项目县”行列，受到国家教育部专家点赞。

� � � � 湖南日报 7月 19日讯 （记者 肖洋桂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黄道兵 陈晖）7月18
日，常德市环保局通报，根据省环保督察组移交
的环境问题线索，该市实行“一案三查”，至7月
17日，已追责问责66人。

常德市“一案三查”即一个交办件，既交
责任单位核查整改，又交当地党委、政府督查
室现场核查，还交纪委监委同步跟进督查，全
力推进督察信访件办理。

7月3日， 省第四环保督察组向常德市移
交桃源县枫树乡田河村四喜养殖基地养殖废
水外排的问题线索。 常德市立即组织人员实
地调查， 发现该养殖场确实存在部分废水通
过暗沟直排的问题， 且当地乡政府和有关职
能部门存在监管和处置不力的情况。 7月11
日，经市、县两级共同研究，对该养殖基地采
取关停措施，同时对桃源县环保局、畜牧局、
田河水库管理所、枫树乡等单位9人进行政务
立案调查，对11人进行诫勉谈话，对15人进行
警示谈话。一件案子追责问责35人，从问题移
交到问责到位仅用了8天。

常德环境问题
“一案三查”

追责问责66人

小小男子汉，为养父母撑起一片天

新闻集装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佳泳 邓志强 ）今天，记者走
进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
的中石化催化剂云溪新基地二期项目
现场， 投资7.6亿元的年产5万吨催化裂
化催化剂联合生产装置建设现场， 只见
机器轰鸣，作业热火朝天。在历经两年的
“淬火”后，该联合生产装置正式完成中
期交工。据了解，中石化催化剂云溪新基
地二期项目全部投产后， 该基地将成为
全亚洲规模最大、 品种最全的催化剂生
产基地，年总产值将达到70亿元，税收6
亿元。

今年来，岳阳市云溪区大力推进产业

项目建设，以项目兴园、厂园融合为抓手，
扎实推进已内酰胺搬迁入园、东方雨虹云
溪基地扩建、中石化催化剂云溪新基地等
重大产业项目。 坚持“招大引强选优”战
略，围绕碳一、碳四、丙烯、芳烃4条主产业
链开发包装一批项目， 进行精准招商，并
大幅提高了产业项目准入门槛。该区充分
依托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两厂资源和技
术优势做好“隔墙招商”， 重点抓好投资
150亿元的100万吨已内酰胺和60万吨
聚酰胺切片等项目的签约，致力打造世
界一流的锦纶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云溪区用“金牌服务”打造招商引
资“金字招牌”，中石化催化剂、东方雨

虹、 华南石化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纷至沓
来， 新时代控股、 三聚生物能源国际等
“大块头”企业相约云溪，岳阳绿色化工
产业园入选“2018年中国化工园区30
强”。 今年上半年，云溪区新签约项目11
个、总引资26.68亿元，其中过10亿元项
目1个，过亿元项目9个；新开工项目10
个、总投资24.68亿元；竣工投产项目10
个、总投资19.25亿元。

上半年新签约项目11个，总引资26.68亿元

云溪区 产业项目“大强优”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 欧志勇）“搭帮县优化办，
为我们解决了周边矛盾， 不仅顺利完成
了基础设施建设， 而且能集中精力搞生
产。”7月中旬，在新化县渠江薄片茶叶有
限公司， 总经理高德益拿着一摞订单感
慨地说。

新化县今年计划推进项目建设151
个，总投资523.02亿元，已启动103个项
目。为促进项目快上快进，清除阻碍企业
生产经营的不利因素， 该县以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简化办事服务程序、规范涉企
检查为突破口， 奏响了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大合唱。

新化县出台“最多找一人、最多跑一

次、最多一个月”办事服务机制，通过一
窗受理、并联审批、即来即办、限时办结
等改革，化解繁琐程序。实行重点项目代
办机制，安排专人全程陪同代办，避免企
业来回奔波和反复准备材料。 规范涉企
监管，通过涉企联合检查制度，推广“一
支队伍管执法”，对企业实行多部门一次
进行联合检查， 避免重复检查、 违规检
查、 恶意检查等行为。 探索企业减负工
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运营成本，减少
贷款中间环节和费用，规范刚性收费，全
力帮扶企业发展。

同时， 该县加大企业和项目周边环
境优化。 针对强行阻工、强装强卸、强揽
工程等行为，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属地部

门必须在接到举报后1小时内赶到现场，
当日内有效处置并恢复秩序。 在各乡镇
建立日常巡查队伍，定期走访企业周边，
做到听取诉求、提前介入、化解矛盾。 严
肃职能部门纪律， 严禁向企业提供有偿
服务、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严查公职
人员向企业打招呼、揽项目、索拿卡要等
行为。

通过一系列“开道清障”举措，新化
县形成了实体经济发展“温床效应”，一
大批项目正加速推进， 实体经济向好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网上审批系统共受理
办件4836件，办结率100%。 对“三强”行
为立案22起，处理42人，教育训诫380人
次。

今年计划推进项目建设151个，已启动103个项目

新化县 “开道清障”保项目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9日

第 2018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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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1040 241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56 173 130788

0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7月19日 第2018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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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4313432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2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64663
1 2143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50
44444
981003
5968307

25
1490
35402
211576

3000
200
10
5

0309 21 32 3318

炎陵黄桃首次出口
8吨黄桃起运新加坡

� � � � 7月17日， 攸县皇图岭镇种植扶贫基地， 种植户在采摘本地特有的辣椒品种“皇椒一号”。 该
镇作为国家级共享农业特色小镇， 积极培育本地特色农业产业来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
各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共联结贫困户349户1100人， 目前已有205户679人成功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贺勋 摄影报道

特色农业
助农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