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见
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黄开榜 阳望春）湖
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向记者
透露，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南山国
家公园管理局行政权力清单（试行）》，将省
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等10个省直相关部
门的44项行政权力，集中授权湖南南山国
家公园管理局。

据悉，所授权力包括水利、道路、桥梁、
电网等项目行政许可，基本农田划定审核、
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
采集、 采伐国家重点保护天然种质资源审
批等行政权力，包括发改、自然资源、交通、
水利、林业、文物等一系列权力，实施主体
从省直相关部门变为了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管理局。这意味，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在未来两年内，南山

国家公园试点的建设规划， 将以湖南南山
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主， 其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也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建设的阶段。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位于
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 是全国首批十家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 也是我省唯一的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
局2017年10月13日经省政府批准挂牌，系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机构，由
省政府垂直管理，委托邵阳市政府代管，主
要负责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资产的保护、
管理和运营。

据介绍， 为加快南山国家公园体制机
制创新， 确保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充
分履职，根据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精神，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确定此次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行政权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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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李
爱成 资一帆）“为什么大地春常在？是英雄用
生命孕育了它！……”4月2日，耒阳市“信仰的
力量—湘南起义在耒阳”红色故事会主题活动，
在该市谢维俊故居举行。 革命英烈后代谢艳以
“疾风知劲草”为题，慷慨激昂地讲述谢维俊的
故事，为200余名党员群众送上“红色种子”。

耒阳是革命老区，人文历史底蕴悠久，红
色资源丰富。近年来，耒阳市深挖红色资源，
强化红色教育，把“让红色升温”作为加强党
的思想政治建设和耒阳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
内容，“红色资源”焕发新活力，成为撬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该市打造了一系列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
教育基地，让红色因子深入人心。他们将红色
旅游资源和绿色生态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形
成新的旅游路线， 顺湖公园—培兰斋党史陈
列馆—蔡伦纪念园—农耕博物馆—蔡伦竹
海、 耒水国家湿地公园—集凤村—谢维俊故
居—新市古镇等红色景点或路线， 已成为热
门旅游目的地，并有效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该市还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宣
传，创作出了《湘南起义的耒阳书生们》《血染
的花朵》等一大批红色文艺作品，深受群众喜
爱。同时，通过采取英烈事迹演讲赛、革命诗
歌进校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推动红色

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
红色故事会主题活动是耒阳市红色教育

的一个新载体。据悉，下一步该市将在耒阳市
一中、二中等地巡回演讲。

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罗琼表示，
作为革命老区、湘南起义的主战场，耒阳将充
分利用百姓舞台， 讲好红色故事， 广撒深播
“红色种子”。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刘杰 卢赐军）3月29日上午， 澧县城头山
镇城头山村一条800多米长的排灌两用沟渠
治理现场，30多名村民正在施工，清理黑臭水
体、 疏浚砌堤管护， 以确保今年春耕生产用
水。 这是澧县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过程中
的一个场景。

今年春节前后，县委、县政府吹响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集结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环境整治攻坚。 县委成立了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指挥部，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县级领导挂帅， 带领工作组驻村指导,105个
县直部门下沉到镇村，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共

同推进环境整治工作。县委组织部还为3万多
名农村党员“设岗定责”，使全体党员成为了
人居环境整治主力军。

今年1月，在新春到来之际，全县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村庄清洁行动”，各镇村对辖区
内主道路、主沟渠、主堰塘开展“三清三面”整
治行动，使乡村环境变得清清爽爽。同时，注
重难题破解。集镇马路市场是影响交通的“肠
梗阻”，也是垃圾生产“源头”。澧县各镇街以
环境整治为契机， 将马路市场全部搬迁到此
前规划建设好的农贸市场， 确保市场有序经
营，垃圾有专人清理，彻底改变了农贸市场脏
乱差形象。

为形成长效机制， 一方面创作垃圾分类
歌、“农户三包”责任歌，利用澧州大鼓等传统文
艺形式，借助红白喜事广泛传唱；还召开屋场
会、围炉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环境整治。另一
方面，各镇街、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环境卫生
协会,一批退休教师、退休干部、家族长者等加
入,推动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检查评比等工作。
此外，还开展美丽庭院、幸福屋场、小微公园等
创建活动，乡村掀起比学赶超的热潮。

据统计，今年以来,澧县共动员干群30万
人次加入到环境整治行动中， 共清除卫生死
角3735处，清理农村生活垃圾9万吨，清理村
内塘沟796处，全县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弘扬优良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耒阳市广撒深播“红色种子”

澧县“村庄清洁行动”显成效
30万人次参加行动，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唐曦 文兰 贺
桂花） 清明时节， 缅怀先烈。3月31日上
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组织各界人士，在衡阳市南岳区南岳
忠烈祠举行“春祭2019·请抗战忠魂检阅
青春”大型祭拜活动。

来自南华大学、衡阳师范学院青鸟志
愿者协会、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校共200余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祭拜
活动。当天上午10时，南岳衡山忠烈祠显

得格外肃穆，全体参祭人员向民族先烈三
鞠躬，并献上黄菊花表达对抗战英烈的哀
思和敬意。

据了解，为激励广大青年学习抗战历
史，传承抗战精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于2016年，发起“请抗
战忠魂检阅青春”大型祭拜活动，以南岳
忠烈祠、腾冲国殇墓园为主祭场，至今共
组织大型春祭活动16场次，逾万名青春志
愿者参与其中。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婷

许是受《岳阳楼记》“先忧后乐”思想
影响，岳阳一些市民选择了在自己百年之
后“江葬”，为他人开创了生态殡葬、环保
殡葬的新范式。

4月2日9时30分，一艘江葬船缓缓驶出
岳阳市东洞庭湖南岳坡码头，驶向长江。

岳阳市集体江葬活动在洞庭湖与长江
交会的三江口举行。仪式简洁，而不失庄重。

17名逝者的骨灰伴随着片片花瓣，
被撒入长江，回归大自然怀抱。

手捧菊花，年近花甲的市民周先生陷

入了深深的哀思。“我姑父是一名军人，3
年前就葬在这里。 我姑母是一名人民教
师，今年去世了。遵从她的遗愿，依然选择
江葬。二老觉得生于自然，归于自然，要给
后代多留一块绿地。这种无私的精神也影
响着周围的人，我们大家庭里许多人都表
示以后也选择江葬。”

“以后每年清明节期间，我市都会举
行一次集体江葬活动， 不仅全部免费，同
时还给予家属一定奖励。” 岳阳市民政局
局长任焱辉告诉记者，除了江葬，该市还
出台了配套政策，鼓励树葬、花坛葬、草葬
等葬式，节地生态葬渐入人心。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沈阿玲 李峰）今天上午，长沙市“传
承红色基因清明祭英烈”暨全市未成年人
“红色经典进校园、红色故里学英模、革命
旧址宣誓言” 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
浏阳文家市举行，500余名学生代表来到
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 秋收广场祭扫英
烈。

上午10时，参与活动的嘉宾和学生
代表来到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展厅大
厅，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多名革命老
战士受邀来到现场接受少先队员献花，
并观看同学们带来的节目表演。在秋收
广场和里仁学校，同步举办了讲述一个

红色故事、观看一场红色电影、开设一
节红色课堂、举办一次红色展览、组织
一场“红色经典进校园”、开展一次“红
色文化进校园”等六大活动。通过老战
士亲身讲述、视频播放、图片展出等形
式， 让学生代表深入了解革命历史、崇
尚革命英雄、继承革命事业。

据了解，今年，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
理中心计划走进学校开展100场红色故事
宣讲，并将安排播放500场红色经典电影，
有关部门还将组织拍摄《红色长沙记忆》未
成年人红色经典记录短片， 举行全市中小
学“红色经典我演绎 革命精神我传承”红
色经典身临其境表演大赛。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严非平）“先生， 我们用鲜花换您的鞭
炮和纸钱。”4月2日， 华容县万庾镇鲁家
村，从湖北省荆州市专程赶回老家扫墓的
刘国良拎着鞭炮等祭祀物品， 刚进入山
口，就被身着“红马甲”、手持鲜花的工作
人员温馨拦住。

家住治河渡镇月亮湖村的陈小同告
诉记者，从去年4月起，全镇办丧事都是用
鲜花祭祀， 感觉这种祭祀方式文明又节
俭，也更能寄托哀思。

近几年来，华容县采用“鲜花换鞭纸
祭扫”“鲜花祭祀”， 倡导市民强化森林安
全意识， 爱护环境、 摒弃陋习树新风。今
年，活动主办方准备了1.5万束鲜花，在公
墓、森林防火检查卡点等30多个重点区域
免费向市民发放。

“我县在大力整治陈规陋习的同时，
立足于‘树’，目前县乡两级共确立‘集体
婚礼’‘鲜花祭祀’‘节约用地生态殡葬’等
新风项目38个，树立文明乡风。”华容县委
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杨景说。

助推南山国家公园加快试点和建设
省直44项行政权力集中授权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熊远帆）在
长沙感受遥远的加勒比风情，4月1日晚，
2019“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暨
长沙媒体艺术节·“加勒比电影展” 在长沙
远大P8星球可持续创新社区开幕。

开幕式上，牙买加电影导演丹妮尔·罗
素女士介绍， 加勒比地区是多元文化的大
熔炉。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电影是在加
勒比拍摄制作， 这为加勒比电影业的发展
构建了持续的良好生态。

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驻华大使西丹辛格、 巴哈马联邦驻华大使
罗伯特·匡特、牙买加驻华大使丘伟基和巴

巴多斯驻华大使杰克曼与现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青年代表、中国青年代表、创意城
市代表、 中国青年志愿者和长沙市相关负
责人等近300名观众参加了开幕式， 并共
同观看了主题影片《寻找罗定朝：从哈莱姆
到中国》。

此次影展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驻中国大使馆、巴哈马联邦驻中国大使馆、
牙买加驻中国大使馆、 巴巴多斯驻中国大
使馆和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 将持续5天，
分别在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和长沙学院播放加勒比相关国家的4部电
影作品。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
员 童立里）连日来，长沙县开慧镇组织各
村、社区开展“一束鲜花忆先人 全民共创
文明城”志愿服务活动，倡导文明祭扫，确
保清明节期间文明祭祀活动顺利开展。

开慧镇发动志愿者们分别在村、 社区
主要干道设点，向来往群众发放《文明祭祀
倡议书》和免费的鲜花，宣传生态葬法及文
明祭扫形式， 同时发出带上鲜花祭扫先人
的倡议。

“从2017年村上开展‘鲜花换鞭炮’活
动以来，我就开始使用鲜花、水果等来祭奠
先人，放弃了以前烧纸钱、放爆仗的传统祭
奠方式，一来减少了污染，二来降低了火灾
隐患，我觉得这种‘鲜花换鞭炮’的绿色祭
扫很值得提倡！”上华山村村民冯女士高兴
地从志愿者手中接过鲜花说。

杨开慧纪念馆开展了以“鲜花祭英烈
清明忆骄杨”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内容
包括敬献花篮、 重温入党誓词、 主题微宣
讲、 听杨开慧纪念馆讲解员讲红色故事和
集体展演红色歌曲、舞蹈等。前两天，“红色
经典” 第一站—长沙板仓杨开慧故居红色
之旅启动， 来自常德市中老年体育健身舞
协会会员、 株洲市广场健身舞协会会员在
烈士纪念馆前的广场深情起舞， 参与人数
达2400人次。

记者看到， 幼儿园小朋友在杨开慧烈
士墓碑前载歌载舞，表演歌舞剧《霞姑妈妈
笑了》，引得游客连连点赞。

在长沙感受加勒比风情
长沙媒体艺术节·“加勒比电影展”举行

清明时节祭忠魂

“请抗战忠魂检阅青春”
衡阳大学生南岳忠烈祠缅怀先烈

和鲜花相伴 与长江共眠
———岳阳市举行集体江葬侧记

开慧故里
举行文明祭扫活动
鲜花祭英烈
清明忆骄杨

华容无烟祭祀成风尚

缅怀英烈
3月31日，隆回革命烈士纪念园，共青团员为烈士敬献花圈。当天，该县职业

中专50余名共青团员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园开展祭奠活动，缅怀在湘西会战芙蓉
山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 曾勇 刘伟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02日

第 2019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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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 1040 901680

组选三 818 346 283028
组选六 0 173 0

5 5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4月02日 第2019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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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5479353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2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14774
2 10667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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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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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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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7 14 18 2512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彭莉）3月28日， 衡阳市民政
部门在市区岳屏广场、 莲湖广场、生
态公园等公共场所、公墓单位，推出
新型环保祭祀载体“时空信箱”，鼓励
市民用生态文明方式祭祀先人。

衡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批推出的23个“时空信箱”，每个高约1
米、周长约1.5米，将在4月2日至11日启
用。市民朋友对故去亲友的缅怀之情通
过书信、卡片投递到“时空信箱”，注明
故去亲友的姓名、 安葬地址等信息，工
作人员将定时收取， 于4月5日、12日分

两批在衡阳市殡仪馆集中公开焚烧。此
外，在祭祀时间段，管理部门还将在“时
空信箱”上摆放鲜花，供市民鞠躬缅怀。

为了做好今年清明节期间群众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衡阳市民政部门
早规划早部署，组织召开了清明节工
作会议， 成立安全生产大排查督察
组，分组对全市民政服务机构、设施
进行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举办
“殡仪馆开放日”活动，普及殡葬科学
知识，展现殡葬服务能力。发出文明
祭祀倡议书，动员党员干部带头移风
易俗、节俭治丧、文明祭扫。

倡导生态文明祭祀方式

衡阳街头推出“时空信箱”

长沙500余名学生代表清明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