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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Âù 0.,{:~î���
ï|Yuðñ�{���:��Ú��
�òÞó:ô`1Û� U-Ra4Ò
ÙÓõö¸�÷Åøù:'hõöú
Äû:U�O¸Òü:I'YÝ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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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6日

第 2019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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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1040 10545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79 173 273167

9 2 6

下期奖池：4306208094.0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80 2 4 8
排列 5 19180 2 4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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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77 01 15 17 21 33 07+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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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男篮主场大胜洛阳金星

梅奥不“秀”得分“秀”助攻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王亮）7月5日进行的全国男子篮

球联赛第21轮中， 坐镇宁乡文体中心的长沙金健米业男篮以
111比81大胜洛阳金星队。 金健米业男篮第一球星梅奥全场仅
出手5次，拿下2分，不过送出了本轮联赛最高的13次助攻。

梅奥一直是金健米业男篮的头号得分手，场均得分超过
30分。本轮比赛，面对联赛排名垫底的洛阳金星队，金健米业
男篮全员上阵，打起了“练习赛”，梅奥也调整了打法。

比赛中，梅奥共亮相36分钟，大部分时间担任球队的“指挥
官”。在他的调度下，球队除第二节以29比34落后外，均全面压
制对手，最终拿下一场大胜。尽管梅奥只拿到2分，但全队12名
队员均有得分入账。

7月7日晚第22轮， 金健米业男篮仍在宁乡主场作战，对
手是卫冕冠军陕西信达队。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整改故事】
7月5日早上9时，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家重点专
科———肝病科一片忙碌，有好几台
手术正在紧张地准备，医生护士正
在清点肝穿刺半全自动活检针、膜
型血浆分离器等一次性医用耗材。

这些耗材都是由湖南省某知
名医药公司供应的。今年6月，医院
委托湖南中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向社会公开招标，该公司凭借产品
品牌、售后服务以及两票制价格等
优势， 从14家竞标公司脱颖而出，
成为供应商。

医院医药耗材量数额庞大，其
中利润可观。 面对触手可及的诱
惑，有人总会忍不住“伸手”。2018
年10月9日至12月29日， 省委第八
巡视组对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 党委进行了为期3
个月的巡视，其中就发现了工作人
员参与涉医涉药等经营性活动情
况，并要求其整改。

“必须一查到底。”湖南中医药
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
书记秦裕辉说，党委研究下发专项
整治通知，校（院）纪检监察部门迅
速行动，对全校（院）副科及以上干
部（附属医院包括护士长），退休未
满三年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共计764
人，及其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参与涉
医涉药等经营者活动，开展了全面
清理工作。

然而，清理行动一开始并不顺
利。搞形式、走过场、敷衍塞责甚至
弄虚作假的，并不少见。

“为有效清理，我们压实了基层
党组织的责任， 要求每一位党支部
书记要对情况报告表签字确认并负
责。”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
药研究院） 纪委书记张玉芬向记者
介绍，赋予基层党组织责任与义务，
涉医涉药行为无处遁形， 共清理并
退出参与药品器械耗材生产、 销售
等涉医涉药经营性活动46人次。

斩断涉医涉药利益腐败链条，
湖南中医药大学还针对大处方、过
度医疗等问题，开展了医德医风专
项清理整治工作。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只要有医生开出金额超过
1000元的处方，医生工作站就会自
动提出警示，同时发药超1000元的
处方会被医务质控部门列为重点
监控对象。“这就从源头上遏制了
医生开大处方的行为。”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刘
平安介绍。

这项整治工作也覆盖到了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共对40
人以解聘职务、低聘、取消年度评
先评优资格、扣发绩效奖金、通报
批评、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等方式
进行了问责。同时，医院废止了原
有药品提成的相关制度，并结合医
院实际、 中医药特点和行业特色，
制定了鼓励使用中药积极性且合
法合规的新制度新办法。

大学教授去医院坐诊看病，本
是一桩既有利于百姓健康又有利
于教授提高业务水平的好事。然
而，有些教授却因为数额不菲的坐
诊费用，渐渐把这当成了主业。

“大学教授的主要工作任务就
应该是教书育人，对那些每周坐诊
时间超过规定的，我们要坚决清理
整顿。”秦裕辉说，全校（院）对所有
教职工兼职及坐诊情况进行了全
面清理，要求
在 职 处 级 干
部 工 作 日 期
间到校（院）
外 单 位 坐 诊
退出 1人 ，工
作 日 期 间 每
周 坐 诊 时 间
超 过 规 定 的
退出4人。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还
制定了《教职

工兼职管理办法（试行）》，严格规范
领导干部、教职工在外兼职坐诊的范
围、次数和时间；制定了《教职工考勤
管理暂行规定》， 实行二级单位考勤
月报制，并明确规定“工作时间内各
类人员未经学校批准，不准外出兼职
及坐诊”， 切实加强了教职工管理监
督。
【整改成效】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对巡视整
改工作高度重视， 切实担起主体责
任， 专门成立了巡视整改工作办公
室，以九大问题、三大专项为切入点
与突破口，以点带面，以局部带整体，
对所有整改问题建立进度表和台账，
实施资料上墙，挂图作战，对账销号，
通过实地督查（100余次）、书面督办
（督办函、监督建议书）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推进工作。

目前，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指出的
50个综合具体问题中，48个已经整改
完成，整改完成率为96%。意识形态
专项检查反馈问题24个，21个已经整
改完成，整改完成率为87.5%。当前问
责合计102人次， 其中组织处理97人
次，党纪政务处分5人次。已清退各类
违规经费近1800万元。

同时， 该校注重建设长效机制。
学校新建和修订各种制度132项，对
党群行政、教学科研、财务审计、医风
行风等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
规范，把依法办学（院）理念贯穿于工
作全过程，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人、管
事的长效机制。

斩断涉医涉药利益腐败链条
———湖南中医药大学推进巡视整改掠影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新华社记者

“总书记的关心，让大山里的村
民倍感温暖，我们会把白茶种好！”贵
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村委会主
任蒋成勇说，种好扶贫茶苗，是全村
最重要的事业，是种下去的希望。

经过10个月努力， 从浙江安吉县
“远嫁”到普安县的“白叶一号”扶贫茶
苗，已经在当地形成2000亩的“感恩茶
园”，其中地瓜镇屯上村1500亩、白沙
乡卡塘村500亩， 共覆盖贫困户862户
2577人，茶苗成活率达95%以上。

去年4月， 浙江安吉黄杜村20名
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
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肯
定他们的做法， 强调增强饮水思源、
不忘党恩的意识， 弘扬为党分忧、先
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很有意义。
白茶苗捐赠种植已于今年3月全

部完成。 黄杜村共捐赠茶苗1665万
株，种植5377亩，覆盖3省4县贫困户
1862户，茶苗定植后成活率在95%以
上， 带动了当地白茶产业的发展，一
些贫困户开始受益。

“感谢党的好政策！”，谈起白茶
苗种植，41岁的贫困户龙星华不住地
点头称赞。 在湖南省古丈县翁草村，
“白叶一号”落户后，龙星华一家的生
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过去，由于龙星华身体有残疾无
法劳作，他和60多岁的老母亲收入一
直没有保障。如今，他家不仅流转了
近4亩土地种植白茶， 除了获取土地
流转费外，他母亲到白茶基地务工每
天还有100元的收入。

为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翁草村
建立古丈县格戎茶叶专业合作社，探
索新型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全村建档

立卡户76户317人已全部加入合作
社， 其中合作社与51户建档立卡户签
订了2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与全村建
档立卡户签订了劳务用工合同。

为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 浙江
有关方面仍在持续发力， 着力探索一
条“捐得准、种得活、长得壮、产出高、
销路好”，可持续的产业扶贫路径。

为解决种植后茶叶“有产品无大
品牌”的局面，浙茶集团全程参与此
次脱贫攻坚任务，承诺安吉“白叶一
号”茶苗捐到哪里，浙茶集团的加工、
品牌和承销就跟到哪里。

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坦言，
通过捐赠白茶苗实地走访发现，中西
部一些地区种植白茶的地理条件十
分优越，为白茶产业的整体提升带来
新的发展空间。 相较点对点的帮扶，
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茶产业扶贫路
径潜力很大。

（据新华社杭州7月6日电）

青青白茶苗 浓浓扶贫情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浙江千万株白茶苗落户黔湘川贫困村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袁汝婷 马云飞

出生于1949年的贺学舜，与新中
国同龄。 这位家住湖南桑植县的贺家
人，提及长征，总会说起一幕情景：

“1935年冬天，贺龙牵着马喊我爷
爷贺勋臣去刘家坪开会。我奶奶把马牵
上来，后面还跟着我爸爸，只有8岁。”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935年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
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
突围誓师大会。当日晚，在贺龙、任弼
时、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告
别了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

黔根据地， 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
亲，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
尸还。”贺龙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故
乡桑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
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
回山……”这首《十送红军》，至今仍
在桑植县流传。桑植与红军相关的民
歌还有许多。“这些歌曲，表现了红军
与百姓的鱼水情深。” 桑植县党史研
究专家覃章衡说。

记者在桑植看到， 昔日红二、六
军团长征出发地的一片水田，已被保
护起来。 它边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

碑座上刻着红二方面军的部分烈士
名录。 贺龙的故居也得到恢复和修
缮，并在附近建立了贺龙纪念馆。

贺龙的父亲贺仕道、姐姐贺英和
贺戊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都
被反动派杀害。“贺龙家族为革命牺
牲了100多人。 他们坚守崇高革命理
想，无私无畏英勇献身，值得我们传
颂和学习。”覃章衡说。

记者来到桑植县，看到各级党员
干部正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
而奋战。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
们发扬的，正是红军的舍小我为大我
的牺牲精神。”

如今，在贺龙纪念馆前坪，矗立
着一座贺龙雕像。雕像上的贺龙面带
微笑，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当地人为
这座雕像取了名字———“回家”。

（据新华社长沙7月6日电）

何须马革裹尸还
———重访红二、六军团出发地———记者再走长征路

� � � �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重要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
义，坚持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运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推进主
题教育。

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就“牢记
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第十
五次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
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
话，是深入推进主题教育，加强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
（党组） 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围绕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常怀忧
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积极主
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纳入
主题教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
党员干部原原本本读原文、认认真真
悟原理，准确领会精神实质。领导班
子要组织专题集中研讨，结合回顾党

的光辉历程，结合感悟党的初心和使
命，进行交流讨论，不断深化认识。要
通过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 引导党
员、干部进一步坚守我们党一以贯之
把初心和使命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
之中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认识做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进
一步强化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
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进一
步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纯洁党的思想、纯
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
肌体； 进一步把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转化为建功
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实际行动。

通知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切实把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
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
结合、 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
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等好经验
好做法， 运用到主题教育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四
项重点措施中去。要坚持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
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
正把主题教育成效体现到党员干部增
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
作上来， 体现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具体实践中去。
通知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改”字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 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
实效来衡量主题教育的效果。 既要注
重解决党员、 干部自身存在的突出问
题，特别是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
牢的问题， 又要注重解决领导班子存
在的问题， 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自觉性坚定性方面的问题；
既要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难点问
题， 破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又
要注重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主题教育带
来的变化。 哪些问题最急需解决，问
题解决得好不好， 要多听取群众意
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要
切实防止关起门来搞教育、搞自我革
命，不让群众参与、不接受群众监督。

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
主题教育，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当好主题教育的
组织者，切实履行抓好抓实主题教育
的领导责任；又要当好主题教育的参
与者，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抓实抓细抓
自身中起好带头示范作用。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