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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徐德
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陈翰飞
屈红芳） 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系
列活动暨中国（衡阳）船山书院文化
旅游周， 将于5月30日在衡阳市雁峰
区东洲岛正式启幕。届时，“论中国书
院文化传承与创新”船山书院文化大
家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
制、《薪火东洲》文艺晚会等活动将精
彩亮相，共同把“船山精神”这张文旅
名片越擦越亮。

雁峰区是王船山的诞生地，也是
衡阳市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古
“潇湘八景”之“平沙落雁”，“衡州八

景”中的雁峰烟雨、岳屏雪岭、花药春
溪、东洲桃浪，还有晚清最著名书院
之一的船山书院等盛景古迹均分布
区内。近年来，该区依托丰富的人文
历史资源，不断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 积极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雁
峰区以回雁峰、东洲岛、船山书院、中
华抗战纪念城、工业博物馆等知名景
点为依托，打造了历史人文游、文化
地标游、山水绿地游、工业博物游、乡
村休闲游、抗战遗址游、商贸娱购游
等一批经典文化旅游品牌和名片，为
船山故里文化旅游的靓丽版图添加
精彩。

雁峰区还利用辖区自然风光、人
文景观集中的优势， 不断加快文物、
旧址、民俗民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
举办有影响力的乡村马拉松、健身骑
行赛等活动，不断推动文化、旅游、体
育深度融合。 打造了2688文化创意
园、 五彩瓷艺等一批集现代休闲、画
廊、茶室、陶艺、音乐沙龙为一体的文
旅综合产业，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

如今，船山书院、回雁阁、
湖南三师旧址等文化地标已
是省内外游客来衡热门“打
卡”景点，南湖公园、岳屏广

场、工业博物馆也成为衡阳市民周末
休闲的最佳去处。去年，雁峰区共接
待游客 346.53万人次 ， 同比增长
39.34%；实现旅游总收入33.78亿元，
同比增长32.63%。今年更是实现旅游
“开门红”，1至4月， 雁峰区各景点接
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
收入11.53亿元。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刚贵 陈尚彪 ）“我们村严
加伸的孙媳妇赵镜确实不错，她勤劳
孝顺，10年如一日伺候卧病在床的爷
爷，没有半点怨言，受到群众好评。”
近日， 在安化县高明乡黑泥田村，村
党支部书记王硕志对记者说起获评
“好媳妇” 的赵镜，连连称赞。

安化县以文明创建为主抓手，以
促进乡风文明、 村容整治为目的，以
“好媳妇”“文明卫生户”“遵纪守法

户”“五好家庭”等多项文明评比活动
为载体，在全县433个村（社区）中开
展一创多评活动。去年，全县23个乡
镇共评选表彰文明家庭与个人23600
余户（人）。

为了抓好抓实乡风文明建设，安
化县从去年初开始，开展结对帮扶农
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20个县直驻
村帮扶单位与联点村结成“对子”，每
个乡镇出台实施方案，各个村（社区）
制定个性化创建计划。县委宣传部驻

田庄乡白沙溪村扶贫工作队，通过开
设“党员群众讲习所”，组织“清洁家
园行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等活
动，形成人人参与创建、户户参与评
选、组组都有“标杆”的良好氛围。

在一创多评中，以评促创是一大
特色。 安化县通过在乡村居民院子里
召开“屋场会”，宣讲党建、扶贫、扫黑
除恶等方面的政策举措， 倡导文明乡
风。干部群众坐在一起，聊民风家事，
村民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乡镇、村干

部因势利导， 引导群众参与村民自治
管理，经过广泛讨论后在移风易俗、环
境整治、禁渔禁猎等方面达成共识，并
将有关规定写进村规民约。 大家面对
面对照法规和政策以及村规民约，开
展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活动， 形成一
种正面导向。 江南镇高城村根据群众
意愿制定村规民约， 制作了婚丧喜庆
事宜专项登记表， 并成立16人的自治
小组，如今村民基本做到了丧事简办、
婚事新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李永亮
李荷露）房间里人声嘈杂，3个“吸
声体”放入后，噪音顿时消失。5月
27日，由湖南八方声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建的声学
材料产学研基地在株洲挂牌，由其
研制的硅晶砂声学体同时发布。基
地还建成了国内首条硅晶砂声学
体自动化生产线，其生产技术和工
艺达国际领先水平。

硅晶砂声学体是一种吸声降
噪产品，广泛应用于影剧院、体育
场馆、音乐厅等地，其核心技术集
中于表面吸附的3毫米硅晶砂上。
硅晶砂从天然砂石中提取，用它制
成的硅晶砂声学体不仅能吸收多
余的声音， 还能让声音更清晰、有

力度。2014年，清华大学建筑物理
实验室经多年实验，研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硅晶砂声学
体。近年来，清华大学与湖南八方
声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攻
关，最终实现了产品量产与自动化
生产。

“以前人工操作，2名工人一天
只能生产50平方米产品， 现在自
动化生产，4名工人一天可生产
2200平方米产品， 产品价格仅为
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湖南八方
声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国文介绍，这次创建的基地建筑
面积6000平方米， 总投资6000万
元，将分3期建设。目前，已吸引60
余家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郑旋）今天，长沙市岳麓区学堂坡
社区工作人员王珊珊来到卧病在
床的老党员徐锡强家里，顺便帮他
家人解决公交卡办理问题。

按照以往周三的工作安排，王
珊珊并没有时间上门服务居民。作
为社区一名普通的党建专干，每周
一、三、五她要完成社区微信公众
号、APP及大量工作材料的编辑写
作。“除日常工作外， 要收集素材，
还要琢磨写出质量，不敢出一点差
错。”王珊珊说，每逢这几天，她都
忙得焦头烂额。

从5月20日起， 王珊珊终于
轻松了些。这一天，学堂坡社区
微信公众号和APP同步关停，23
个微信工作群经撤销、整合后变
成7个服务群。与此同时，社区实
行“错时值班制”，基层工作人员
每个月上门服务群众时间由原
来5天增至10天， 服务次数约增
加2倍。

记者了解到，按照长沙市关于
开展为基层干部“网络减负”的工
作要求，岳麓区出台《关于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基层减负
年”落地见效的实施方案》，集中清
理整顿政务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
台的同时，在全区101个社区全面
推行“值班制”。 两项举措有效结
合，既让广大基层干部的“手脚”从
“捆绑”中解放出来，又能腾出更多
时间深入居民群众，实现由“群众
访”变为“访群众”。

截至目前，岳麓区对149个政
务类网络平台进行了清理，首轮关
停128个，保留21个；现有相关工
作群1511个，合并、解散836个。岳
麓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特别介绍，
对有信息发布需求，特别是承载服
务功能、运营较好、影响力较大的
网络平台，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
“岳麓区图书馆” 等微信公众号已
予以保留，对其他政务类网络平台
一律关停或者合并。

株洲建成国内首条
硅晶砂自动生产线

“网络减负”见效

岳麓区基层干部
服务群众“加码”

安化县：一创多评倡导文明乡风
去年23个乡镇共评选表彰文明家庭与个人23600余户(人)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刘飞 丁海文 肖喜涛）“驻
村干部吕某、陈某、彭某对金称市镇金
山村党支部原书记刘某在扶贫工作中
存在优亲厚友的问题， 负有直接责任，
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近日，邵

阳县纪委监委发出通报，对在扶贫领域
工作不实干部做出问责处理。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高
质量“脱贫摘帽”目标，今年3月，邵阳
县组建专门的督查班子，抽调48名业
务能力过硬的党员干部，由县纪委监

委班子成员带队，分成8个督查组，深
入全县21个乡镇场、399个村、15个扶
贫行业单位，开展“七核”督查，对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做到问
题早发现、早整改。

据介绍，“七核” 包括核验贫困

户是否存在漏评错退、 扶贫政策是
否到户到人、 贫困出列村是否达到
条件、 未脱贫户是否能预期脱贫、
群众对扶贫工作组是否满意、 扶贫
资金使用与项目实施是否违纪违
规、基础资料填报是否达标。

邵阳县督查组按“七核”要求，在
全县开展地毯式排查核验， 点对点找
出存在的问题，并跟踪纠错整改落实。
目前，已逐户核查贫困人口档案19.2万
人， 发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
索76条，受理举报27件，立案21件，整
改问题2000余处，查处103人。

邵阳县“七核”保高质量脱贫
复核贫困人口档案19.2万人，整改问题2000余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12482
0 288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30
369
5437

6
9

186

266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7586
66437

217
175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5月29日 第2019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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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1 2403 13 14 18 21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9日

第 2019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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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 1040 1751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17 173 366241

7 29

雁峰区：船山故里打造文旅名片
今年1至4月各景点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