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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1℃～34℃
湘潭市 晴 23℃～34℃

张家界 晴 21℃～37℃
吉首市 晴 20℃～35℃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5℃～32℃

常德市 多云 21℃～34℃
益阳市 晴 24℃～34℃

怀化市 晴 22℃～35℃
娄底市 晴 22℃～33℃

衡阳市 晴转多云 24℃～34℃
郴州市 多云 25℃～34℃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3℃～34℃
永州市 晴转多云 24℃～34℃

长沙市
今天晴天,明天多云
南风 ２~3 级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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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蒋仁义 邝卫华 黄珠玲） “搭帮
县里为村里搞了这个工程， 灌溉用水再
也不愁了。 我把家里去年种香芋的5亩
田， 又改回种优质稻。” 近日， 记者到临
武县武水镇刘家村采访， 村民刘三斤感
慨地对我们说， 现在稻田用水就像家里
用电一样， 打开开关就行了。

刘三斤说的“工程”， 是临武县去年
实施的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是当地众多
“小农水” 项目之一。

临武县水利工程设施大多兴建于上
世纪50至70年代， 运行时间长， 老化、
损毁严重。 县里通过积极争取， 去年被
列为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 拟
用3年时间， 完成花塘、 武水等6个乡镇
50个村6.44万亩耕地“小农水” 工程建
设， 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去年
来， 已在花塘、 武水项目区实施相关工
程， 总投资达1600多万元， 改造灌溉渠
道84条81.4公里、 排涝沟道3条2.1公里，
新建渠系建筑物186处， 整修山塘7口、

河坝11处， 并建了一批低压管道等灌溉
设施。

“小农水” 建设有效改善了农业生
产条件， 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目
前， 临武县已改善灌溉面积1.1万亩， 新
增灌溉面积4300亩、 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5200亩， 年新增节水能力340万立方
米、 粮食产能效益330.6万元， 项目区
人均年增收395元。 武水镇三江村原有
900多亩稻田靠泵站抽水灌溉， 每年抽
水用电就要花8万多元。 去年实施“小

农水” 项目， 修复渠道6.4公里， 新开田
间渠道2.1公里， 还对村里的山塘进行了
加固， 农业用水有了保障， 调动了村民
生产积极性，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
1200多亩。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近段天气晴好， 正是
早稻晒田的好时机， 请农户及时放水晒
田。” 21日， 记者在汨罗市智峰乡真切感
受了农村广播“村村响” 的魅力。 乡广
播站负责人陈南飞告诉记者， 自从广播
开通后， 该站开展农技知识讲座56次，
发布灾害天气预警11次， 小小广播给当
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012年， 汨罗将农村广播“村村响”
工程列入“一号工程”， 全面铺开市、
乡、 村三级广播网络建设。 投入200万元
建成市级广播站 ； 建立了市、 乡 、 村
“三级投入、 三级管理” 的机制， 完成了
24个乡镇的广播架设工程， 采用有线、
无线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推进； 逐步恢复
各乡镇广播站建制， 配备机线员、 广播
员。 市财政按每个行政村每年2000元的

标准预算广播运行维护费用， 乡财政相
应作好配套预算。

该市根据各乡镇特点， 将全市规划
成种植养殖技术区、 汨罗江两岸防汛区
等10个功能区， 分区指导乡镇广播站，
长期有针对性实施宣传， 做到日常宣传
与应急防灾两不误。 在该市建成的农村
公共广播体系中， 市广播电视台应急广
播指挥中心可以远程控制全市所有或部

分广播播出， 乡镇和村也可以根据授权
利用手机对所辖特定区域实施应急广播。

目前， 该市高标准完成了市广播电
视台主发平台和24个乡镇的机房与转发
平台建设， 基本建成公共广播的服务体
系。 汨罗人民广播电台和乡镇广播站坚
持每天广播， 内容涵盖新闻、 政策解读、
农业技术、 灾害预警、 寻人寻物等， 受
到普遍欢迎。

好作风激发正能量
———桃源县深入推进“百千万”

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张晶

在桃源县，提起“百千万”工程无人不知。“以县级领
导领办百件实事狠抓落实， 以机关单位优化千项服务提
高效能，以县乡干部帮联万名群众改进民生，从而把作风
建设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 这是桃源作风建设
最大的特色。 ”县委书记龚德汉如是介绍“桃源特色”。

5月上旬，记者一行进社区，下乡村，访农户，一路感
觉春风化雨，新风扑面。

“领”出大民生
桃源水电站项目，是县委确定的“百件实事”之一。工

地现场，工人们正赶在汛期来临前，开始新一轮的“抢工
期”，一片热火朝天，川流不息的景象。

建设协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傅光正告诉记者，在
国家大江大河流域总体规划未将桃源水电站列入项目笼
子的前提下，县委、县政府凭借着扎实干劲，不但争取到，
且使之成为2010年全省水电项目中惟一重点投资项目。
由于审批涉及到11个省级部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每
月跑长沙“盯”项目成了常事。
“只要工程需要，我们随时放下手中的事情，听候调遣。”

作为领办桃源水电站项目的第一负责人， 县委书记龚德汉
给项目指挥部许下承诺。这一承诺带来了直接效应：整个项
目总共近30个审批程序，仅用1年时间便全部完成。桃源水
电站枢纽工程总承包项目部经理王红斌深有感触地说：“县
领导为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协调工作。”

“优”出好效能
“村里以往到镇里买养老保险，经常找不到人，白跑

一趟。 现在有人坐班，我统一把花名册交给他们，录入新
参保名单，交完钱就办好了。 ” 在漳江镇政务服务中心，
记者与铁船堰村村委会会计李学清拉起了家常。去年，漳
江镇投入18万元建立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 将民政、劳
保、 计生等职能部门窗口集中办公， 通过设立人员去向
牌、便民服务卡，展示办理事项流程图等形式，确保了群
众少跑路、不跑空路。

去年和今年，该县141家单位共梳理、优化服务措施
1147条、1014条，其中涉及行政审批的分别达625条、555
条。

“帮”出“正能量”

“陈兴国家确实贫困，我们去的时候，他老伴正在做
午饭，看不到半点肉。 灶边挂着一块腊肉，已经熏成了黑
炭状，一看就是前年的，显然是舍不得吃。 我们送来两袋
米、一壶油，希望他们能过个好年……”这是桃源县一名
普通乡镇干部的民情日记。

像这样的日记还有8758本，每本日记的主人，都有各
自的帮联对象。 仅2013年，县乡干部们走村入户，主动联
系困难户、贫困家庭学生、科技示范户、产业大户、企业法
人代表等共计15641户。 今年一季度，桃源县各级干部累
计走访群众15561次，为民办实事3232件。

常德300万尾鱼苗放流沅水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刘也 通讯员 石革军）今天

上午，常德市武陵区2013年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在诗
墙公园春申阁沅水河畔举行，100余名志愿者将300万尾
鳙鱼、草鱼、青鱼、白鲢等鱼苗放流沅水。 据悉，自2008年
以来，该区已开展6次放流活动，共放流多种鱼苗800万
尾。

沅江三眼塘镇荣膺“诗词之乡”
本报5月22日讯 （通讯员 郭浩阶 记者 郭云飞 ） 近

日， 沅江市三眼塘镇收到省诗词协会下发的授予该镇“诗
词之乡” 的文件。

目前， 三眼塘镇杨梅山农民诗社已发展会员100多人，
其中11人为省诗词协会会员。 这些“泥脚杆子” 一手拿
锄、 一手握笔， 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人生的感悟， 已写诗
词数千首。

永兴倾情帮助残疾人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肖光柏）

近日，永兴县举行第23次全国助残日“爱心助残、携手同行”
辅助器具发放仪式，为150名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发放慰
问金6万余元，轮椅150辆、其他辅助器具200余件。活动仪式
上，该县教育基金会、县体育局还给县特教学校捐赠8万元
康复器材和健身器材。

南岳版画亮相深圳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雷芙蓉）近

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观澜)原创版画交易会上，南
岳版画代表作《南岳祝融峰》与众多国际、国内高水准版
画作品同台竞艳，获得好评。

作为版画新秀， 南岳版画突出反映当地秀丽的自然
风光和精神文化内涵，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已成为
南岳外宣新窗口和文化旅游产业增长极，发展势头蓬勃。
此次参加观澜版画交易会的南岳版画有21件， 已被订购
11件。

娄底新农合参合率99.38%
� � � �
� � � �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 威 通讯员 刘兆梅
张业志） 涟源市龙塘镇的张大爷胃穿孔在涟源市人民医院
进行了手术治疗，新农合报销后，自己只负担了3100元。 他
逢人就说：“新农合政策真是好，我只缴纳了60元，却报销了
6200元！ ”到目前，娄底市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325.93万，参
合率99.38%。

临武“小农水”提升效能

汨罗“村村响”信息惠民

5月22日，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金汇社区在红卫小学开展科幻画比赛、 科技小制作等活动， 并向小
朋友赠送科普书籍。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夏赞先 摄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易新姣）“没想到举报不但
能解决问题，还有奖金。 ”湘乡市民
吴明（化名）在举报该市作风建设
违规行为后，得到湘潭市作风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5月
21日，该市公布《湘潭市“转作风、
优环境、促发展”专项集中整治工
作群众监督奖励办法》， 就接到了
第一起举报电话。

《办法》规定了实名举报11项

内容有奖， 包括违规设立行政许
可事项、行政许可条件，拖延、超
时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向下属单
位或企业推销商品， 以各种名义
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评比、
乱办班 、乱培训 、乱发证及“吃 、
拿、卡、要”；违规干预或插手建设
工程招投标、 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政府采
购等经济活动； 上班时间上网炒
股、玩电子游戏、打牌、下棋、打麻

将、出入休闲娱乐场所；工作日中
餐饮酒等。

《办法》规定，根据被举报对象
受到问责处理的不同程度，分为两
个奖励等级。 责令书面检查、公开
道歉、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的，给予
举报人500元现金奖励；停职检查、
调离岗位或者引咎辞职、 责令辞
职、免职、辞退或解聘、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的，给予举报人1000元现金
奖励。

作风违规 举报有奖

株洲高新区助力“瞪羚企业”
本报5月22日讯（通讯员 彭建军 记者 周怀立）近日，

株洲高新区确定全区第一批共7家发展势头良好的“瞪羚企
业”，并给予总计750万元的资金支持。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因此业界将高
成长性中小企业称为“瞪羚企业”。 今年3月，株洲高新区出
台政策，鼓励企业申报“瞪羚企业”。至4月底，有26家企业参
与申报。根据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3个方面10项
指标考核，华通科技有限公司、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等7
家企业被认定为“瞪羚企业”，获得资金等支持，其中受助金
额最多的达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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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92 1000 69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487 160 237920

8 0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60185
0 1492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503
1366
15387

10
32
271

118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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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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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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