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陈贻贵）11月5日， 隆回县文旅广体局
工作人员在该县西洋江镇星子坪村“关圣殿”古
茶亭内，发现43幅以“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等为
题材的彩绘壁画。

据介绍， 该茶亭是古梅山地区用于劳作歇

息、避风挡雨、消灾祈福的场所。碑文记载，该茶
亭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由当地乡绅和
百姓捐资修建，距今220多年。

经勘查，“关圣殿”古茶亭内，左侧壁画单幅
长、宽各80厘米，分3行均匀排列，共21幅；右侧
壁画分2种规格，首行单幅长、宽各95厘米，第

二、三行单幅长、宽各75厘米，共22幅。虽然壁
画色彩风化斑驳，且有局部毁损，但整体基本保
存完好。

隆回县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员戴鹤介绍，这
是目前隆回乃至邵阳市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保
存较好的古壁画， 一次性发现这么多幅在全省
少有，对研究湘中、
湘西南地区“关帝
（庙）文化”有重要
参考价值。

隆回一古茶亭发现清代彩绘壁画
距今2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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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张玉 杨访问 ）“真是发自内心感谢，言语无法
表达！”11月5日上午，浏阳市关口街道彭某某
的孙子彭世辉从该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秦跃平手中接过15.49万元支票，
十分激动。 这是他已故的爷爷被刘某侵占长
达8年的祖屋征拆款，之前他们全家一直蒙在
鼓里。

当天上午，浏阳市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浏阳市纪
委监委通报了今年查处的5起群众身边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并现场向包括彭世辉在
内的6名群众和基层单位代表退还被侵占的资
金100.66万元。

关口街道柏树组原组长刘某在拆迁过程
中，以篡改相关资料和伪造授权委托书的方式，
骗取政府拆迁专项资金和已故邻居彭某某应得
拆迁款共计36.47万元。浏阳市纪委监委在调查
关口街道有关信访问题时， 发现了刘某涉嫌骗
取国家拆迁补偿资金的问题线索。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啃噬
的是群众的获得感， 损害的是群众对党和政府
的信任，侵蚀的是党的执政根基。”秦跃平表示，
把群众代表请来， 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些本属于
群众的资金退还给群众，给群众一个交代，同时
也是对我们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

浏阳市纪委监委延伸监督触角， 重视群众
反映， 查处了一批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典

型案例，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696万元，进一步
净化了基层政治生态。同时，强化日常监督，从
源头强化制约，预防“微腐败”。针对征拆领域廉
政风险高、“三资”管理和使用不规范、村务组务
公示公开不到位、 村干部借承揽公共项目工程
容易滋生腐败等突出问题， 浏阳市纪委监委先
后向市委、市政府撰写廉情分析材料，提出了整
改建议。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和明）10月27日， 记者驱车来到嘉禾县晋屏
镇下车村， 看到村务公开栏张贴着一份村规民
约“红黑榜”。“红榜”对村民关心集体、孝亲敬
老、讲究卫生等文明行为进行表彰；“黑榜”对破
坏公共财产、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不文明行为
进行批评。 下车村党支部书记詹土舜说，“红黑
榜”改变了村里的面貌，如今，村里村容村貌、村
风民风大为好转。

晋屏镇是嘉禾县“一体两翼”中心镇，是城
乡居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全镇有18个村3万

多人口。镇党委书记李伟说，为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文明新风，近年来，晋屏镇积极探索乡村振
兴新路径，以村民自治推动乡村治理。这些年，
镇里积极指导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引导群
众移风易俗，重点解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农村
建房无序和攀比、烟花爆竹大肆燃放、环境卫生
脏乱差等问题。

晋屏镇在综合各村原有村规民约的基础
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村规民约参考范本，加大宣
传力度，让广大干部群众知晓。各村纷纷成立红
白理事会、教育基金会、道德评议会、卫生评议

会、建房理事会五大群众组织，理事会成员带头
践行村规民约。同时，建立村规民约执行激励机
制，实行村规民约“红黑榜”通报制度，倡导“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规范建房、爱护环
境”的文明风尚。前不久，宅侯村1组村民李志军
的父亲去世，在办白喜事过程中，李志军严格遵
守村规民约，不发放毛巾、香烟，不请乐队，节约
费用2万多元。

据介绍， 晋屏镇先后被评为省生态乡镇和
郴州市文明村镇、平安乡镇，目前，正在申报创
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 ）太极拳 、黑虎拳 、齐眉
棍……11月6日， 在一连串本土武术表
演中拉开了新化第三届梅山武术节的帷
幕。 来自全省的千余名武术健儿齐聚现
场，论剑梅山。

新化一带古称梅山， 宋熙宁五年
（1072年）正式建县，域内梅山文化源远
流长，涌现出陈天华、罗盛教、邓显鹤等
历史名人，是中国武术之乡、中国梅山文
化艺术之乡、中国蚩尤故里文化之乡、中
国山歌艺术之乡和湖南省历史文化名
城。 梅山武术孕育于自然环境恶劣和争
斗战事频繁的古梅山，拳法灵活、桩功稳
固、实战性强，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优秀武

术拳种流派之一。
近年来， 新化高度重视梅山武术

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制定全县武术发
展规划， 引导梅山武术与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 从2000年开始， 新化每年拨
付专项资金，用于全县梅山武术比赛、
武术培训班和“全民健身日” 活动。
2014年， 梅山武术被列入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届武术节为期3天，将举办梅山武术
展演、1000人梅山太极拳展示、 梅山武术
(非遗)及段位拳千人展示等活动，共吸引了
全省几十个门派、1000余人来到新化交流
切磋，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武术盛宴，
更为梅山武术的传承和推广提供了平台。

武林“高手”论剑梅山
第三届梅山武术节在新化举办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曌 ）今日，湖南省医疗
器械创新发展服务站在湘潭经开区揭
牌，汇通医疗公共服务平台、管类医械
研发及生产基地等12个项目现场成功
签约。

湖南省医疗器械创新发展服务站
是全省首家地市医疗器械创新发展服
务站， 省市药监部门将就近为入驻园区
的医疗器械企业提供项目技术咨询和
产品注册生产指导服务。

今年8月， 湘潭市政府与湖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签署《促进医疗器械产业
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明确以湘潭经
开区为“主阵地”建设湖南湘潭医疗器械
产业集群园区， 加速推进湘潭市医疗器

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打造全省乃至
全国医疗器械产业新高地。

为此，湘潭经开区总体规划1000亩
用地打造产业园， 首期规划292亩用地
建设“一核二轴多组团”的产业基地，涵
盖生产厂房、 研发中心、 检测中心等配
置。同时，在省药监局“新十条”的基础上
进一步量化、细化、硬化相关政策，出台
《关于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试行)》，为入驻企业提供包括集中租
金支持、招大引强奖励、技术改造补贴等
9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奖励金额从几十万
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该区还将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项目审批“最多跑
一次”，致力为入驻项目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和最好的营商环境。

全省首家地市医疗器械创新发展服务站揭牌
湘潭打造医疗器械产业新高地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受外源性污染影响，从昨晚23时开
始，长沙市空气质量转差至重度污染，预
计11月7日为良—轻度污染， 夜间短时
中度污染；11月8日为轻度污染—中度
污染。 长沙市环委会办公室提醒广大市
民减少户外出行。

从11月5日23时开始，长沙市空气
质量转差至重度污染，6日2时PM2.5
小时浓度为196微克/立方米，小时AQI
为246， 为重度污染，7日阴天到多云，

再次受弱冷空气影响， 部分时段北风
加大有利于污染物向四周扩散， 污染
气象扩散条件有所好转；8日冷空气补
充南下， 多云为主， 但冷空气强度偏
弱，污染气象扩散条件难有明显改善，
北风或带来外源性输入污染。根据《长
沙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长沙市环
委办提醒广大市民减少户外出行，佩
戴防护性口罩，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
吸系统、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
群减少户外活动。

长沙发布重度污染天气健康防护提示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何双美)今日，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乡约农牧公司的
一块承包田里， 农机操作手先用收割机将稻谷收
割，再用割草机把秸秆割断，搂草机将秸秆搂集成
一排，打捆机将秸秆打包压缩成圆捆，最后用铲车

装上车，秸秆回收全程机械化。
当天， 赫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各乡镇分管

负责人、农技站长、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40余
人，观摩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不少观摩者认为，
全程机械化回收秸秆，不仅可节省人力，还能促

进秸秆资源化利用， 秸秆离田还可提升耕地地
力。

目前，赫山区已建成8个秸秆收储点，完成2
万多亩秸秆收储工作，初步形成以饲料化为主，
能源化、基料化、秸秆肥料化为辅的秸秆利用模
式。下一步，该区将以秸秆资源化利用与土壤地
力持续提升为目标， 在全区范围内实现秸秆收
储运体系全覆盖， 探索建立可长效运作的秸秆
综合利用机制。

赫山区秸秆回收全程机械化
已完成2万多亩秸秆收储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
刘定朋）津市市公安局今天对外通报，该局近日捣毁一个
特大地下“六合彩”赌博团伙，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目
前，27名犯罪嫌疑人中，已有25人被移送审查起诉。据悉，
该案系津市警方近年来破获的参与人员最多、涉案金额最
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起地下“六合彩”赌博案。

去年11月，津市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居
住在津市城区建设路某小区的56岁男子吴某刚， 伙同他人
经营地下“六合彩”，范围覆盖津市、澧县、安乡等地，每期收
单金额高达20万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根据该犯罪团伙资金流向，民警先后辗转广州、深圳、
南充等地，逐步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及团伙架构。5月12
日晚， 在常德市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12个抓捕小组分别
收网，将27名团伙骨干成员抓获。

经查，自2016年10月以来，该团伙主要成员吴某刚、
张某辉、鲁某等人，大肆发展下线，并以香港“六合彩”开奖
结果为依据，收受地下“六合彩”码单300多期，诱骗受害
人以微信报单方式出资买码，汇聚赌资从中获利。

津市破获
特大地下“六合彩”赌博案

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太谢谢你们了！不然，我不知今晚
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小宝宝。”10月25
日21时30分，岳阳市岳阳楼区洛王街道
雷锋山社区一水果店门前， 一位年轻女
子忙不迭地向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
警李美道谢。

“好可怜哦，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
外面走。”当天晚饭后，李美和妈妈散步
回家，路上妈妈一句话让李美产生警觉，
忙追问怎么回事。妈妈告诉她，刚才在水
果店门口， 看到一个小男孩独自在晃悠。
她走过去，正好有个老太太准备带这个男
孩离开，看到她过来，老太太以为是小孩
家人来了，就走了。妈妈又以为小孩是水
果店老板的孩子，也离开了。

李美心里一紧。 她熟悉水果店老板

家情况，他们家没有这么小的孩子。她猜
测小孩肯定是与家人走散了。“不行，得
去看看！”李美让妈妈先回家，和同为戒
毒所民警的丈夫罗韧一起回到水果店门
前，却没见到孩子。

李美夫妇一路寻找， 走到离水果店
近200米的岳阳市自来水公司家属区大
门口， 见一个2岁多的小男孩在蹒跚走
动。 李美一把抱起小男孩， 问道：“小宝
贝，你妈妈呢？”小男孩不哭不闹也不说
话，任由她抱着。李美抱着孩子回到水果
店门口，心想，孩子是在这里走失的，他
父母应该会找到这里来。

等了10来分钟，果然一个年轻女子
跑过来。小男孩看到她也不作声，只是朝
她伸出手要抱抱。从男孩的举动，李美猜
想这个女子应该是孩子的妈妈。 水果店
老板娘证实，这个女子就是孩子的妈妈。

机智女警帮迷路男孩找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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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824 1040 194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98 173 397554

3 54

11月6日， 长沙市岳麓区
阳明山庄小区， 居民在参观推
介体育运动的“活力巷”楼道。
今年4月开始，阳明山庄社区和
区域化结对共建单位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携手打造“邻里
亲”美丽楼道。党员带领群众成
为美丽楼道的设计者、建设者、
共享者， 让每一个楼道呈现出
不同主题和风格。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楼道美
邻里亲

清退百万元侵占款浏阳市
近年来查处“微腐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696万元

村民自治焕然一新晋屏镇
成立五大群众组织，实行“红黑榜”通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