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秧忙
6月20日， 洪江市江市镇老团村村民顶着酷热插秧。 目前， 该市32万亩

中稻插秧接近尾声， 当地农民抢抓时节整田、 插秧， 确保水稻丰收。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易茂 摄影报道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雄军 许群飞 郭鹏） “搞好自己房前
屋后的卫生本是应该的， 没想到政府还
奖励我一台洗衣机！” 近日， 被评为永兴
县鲤鱼塘镇“最清洁户” 的刘小昌， 在
参加清洁户抽奖活动中， 抽到一等奖
（洗衣机）， 这让他激动不已。

去年9月以来， 永兴县按照示范引
路、 整体提升的指导思想， 聘请湖南城

市学院专家， 对全县45个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统一规划设计， 并重点规划212省道
示范带。 根据规划， 先在“一线”、 “两
镇”、 “三村” （212省道沿线、 湘阴渡
镇集镇区和便江镇碧塘集镇区以及堡口
等3个重点村） 投入资金1.4亿元， 实施
“穿衣戴帽”、 绿化、 亮化等工程。 县财
政还安排专项资金， 对全县农村基础设
施进行改扩建。

为推动农村环卫整治工作， 永兴县
出台了相应奖惩制度， 并实行县级领导
包乡镇、 县直单位和乡镇包村、 村干部
包组、 组干部包户， 每月一考核、 一通
报。 去年来， 共兑现各类奖励资金280万
元。 同时， 有38名乡村干部因工作不力
受到组织处理和行政处分。 赏罚分明，
凝聚人心。 各地各单位纷纷行动， 全县
共拆除违章搭建3270处， 清除积存垃圾

245.6万余吨， 清理河道、 沟渠1560公
里， 多年来遗留的卫生死角、 臭水沟塘
得到有效治理。 县里还按照每户4个垃圾
桶、 每组至少1个垃圾池的标准， 为全县
农户配送了60万个垃圾桶， 建了2736个
垃圾池及162个简易垃圾填埋场， 还聘请
卫生保洁员2415名， 做到了户有垃圾桶、
村组有垃圾池、 乡镇有垃圾运输车和处
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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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转多云 27℃～36℃
湘潭市 多云 27℃～35℃

张家界 阵雨 25℃～36℃
吉首市 多云 25℃～36℃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29℃～33℃

常德市 多云 27℃～36℃
益阳市 雷阵雨转多云 28℃～35℃

怀化市 多云转雷阵雨 25℃～35℃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6℃～34℃

衡阳市 雷阵雨转阵雨 27℃～37℃
郴州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28℃～36℃

株洲市 雷阵雨转多云 28℃～35℃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27℃～36℃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午后和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多云间阴有中雨并伴有雷暴
南风 ２~3 级 29℃～35℃

２０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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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曹浪波 ）“市区空气质量344天为良好以
上，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
粒物含量持续下降， 饮用水源水质100%
达标，降雨酸度有所下降……”近日，株洲
市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表明，该市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去年环境质量整体优
于2011年。

“空气质量好转，主要得益于节能减
排、淘汰落后产能和广泛使用清洁能源。 ”

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陈秋荣介
绍，去年，株洲市共完成减排项目154个，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较上年分别
下降7.63%、19.54%；空气质量100天为优
质、244天为良好，相较于2011年，空气良
好以上天数多了6天。

记者观察到， 株洲市早已严禁渣土
车带泥上路， 城市道路上基本不产生扬
尘。 而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
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酸雨恶化。 去年， 该

市一大批火电、 冶炼及水泥生产企业，
陆续上马脱硫及脱硝设施。 大唐华银株
洲发电有限公司4号发电机组脱硝设施投
用后， 一年削减氮氧化物排放约5530吨。
现在， 长株潭已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机制， 酸雨污染将进一步得到有效
控制。

同时， 株洲市大力加强企业环境
行为信用建设。 6月5日， 省环保厅发
布全省2012年度企业环境行为信用信

息， 全省28家企业被评为“环境诚信企
业”， 株洲就占5家。 株洲市还有136家企
业获评“环境合格企业”。 全省46家“环
境不良” 企业中， 株洲无一家上榜。

株洲环境持续向好

永兴打造美丽乡村 来了“娘家人”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吴永恒

“感谢你们千里迢迢来为我们办证，解决孩子就地入学
的证明问题。”6月18日，在深圳市龙岗区，拉着家乡计生人员
的手，张家界籍育龄妇女符冰蓉连声称谢。

6月中旬，在张家界市人口计生委主任彭冲带领下，16名
计生人员赴深圳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专项活动，
对张家界籍育龄群众进行计生政策知识宣讲、《流动人口婚
育证明》办理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等服务。

深圳至高微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几乎都是张家界人，当日
上午，工作组通过座谈得知，公司未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
明》的有24人，于是当即与各自户籍地联系，收集相关资料，
承诺迅速将证明免费办好并送达到位。

活动中，工作组做到了不扰民、不误民，利用中午和晚上
休息上门服务，做到严格依法行政，没有发生一起违法、侵权
事件。 几天来，共清理核查流动人口10217人，上门走访900
多人，补登流动人口350人，补录出生22人，信息纠错3044
条，发放宣传资料2000多份，发现政策内怀孕对象1人、漏报
期内出生对象1人。

“人口计生部门就是在外就业育龄群众的娘家人。”据带
队的彭冲主任介绍，张家界市已与深圳市共同商定，建立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流入地与流出地双向管
理、双向互动、双向考核，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本报6月20日讯（通讯员 汪丽琼
记者 曹娴） 记者今天从新晃侗族自治
县审计局获悉， 该局强化对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竣工结算的审计，1至5月，共完成
审计项目13个， 查出有问题资金463万
元；提出审计建议11条，全部被采纳。

祁东建立禁毒立体网络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邹兴宏 邓松柏）6

月20日上午，祁东县举行首届中学生禁毒知识竞赛，23个乡
镇都派出代表队参赛，并全程录像，将在县电视台播出。 此
前，各乡镇还举行了选拔赛。

据了解，祁东县通过采取全民教育、追责到人、加大投入
等措施，建立起禁毒立体网络，实现禁毒工作无漏洞、无盲
区。去年底，该县顺利通过了国家、省及衡阳市对其禁毒工作
的检查验收，摘掉了全国外流贩毒通报地区和全省挂牌整治
地区两顶帽子。

为让禁毒深入人心，近年来，祁东县禁毒教育从中小学
生抓起，在中小学开设了禁毒课，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禁毒电
影、参观禁毒教育基地、办禁毒宣传黑板报等。还以当地群众
喜闻乐见的祁东渔鼓形式，创作了30多个禁毒节目，在各地
演出，月均演出200场以上，每年受教育群众超过30万人。 统
一印发禁毒宣传单50多万份， 并在农村集市和人流密集的
地方设立禁毒宣传咨询台，接受咨询的群众超过1.6万人次。

同时，祁东县制定了禁毒工作考评细则与领导责任追究
办法等，明确责任、严格考核。 对禁毒不力的6个乡镇共核减
转移支付21万元， 对3个外流贩毒形势严峻的乡镇主要领导
进行了诫勉谈话。 县财政还安排500万元，建立禁毒工作奖
励基金，重奖先进单位和有功人员。目前，全县每个村都有禁
毒工作信息员，每个派出所都有专职禁毒干警。今年来，全县
外流贩毒和相关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均下降了近20%。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6月20日讯 （陶小爱 李喆 周雯轩 ）
“现在，我只要在电脑上输入自己的用户名
和密码， 登录社区矫正数字化教育平台后
就可自行听课， 完成每月要求的学习时间
和内容。” 近日， 正在长沙市天心区接受
社区矫正的张某告诉记者。 这是天心区打
造的网络数字化社区矫正管理新模式。

天心区司法局率先试点建立“以社区
矫正中心为主导， 街道司法所教育为辅

助” 的社区矫正数字化教育平台。 通过邀
请专业心理咨询师、 大学教授等专家学
者， 从心理辅导、 法律知识、 品德修养、
就业指导等方面， 将教学内容录制成视频
文件， 导入全区社区矫正教育学习系统。
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 根据每名社区矫正
人员的实际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
划， 组织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数字化的视频
矫正教育学习。

天心区 试点社区矫正新模式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王文隆)“谢谢！ 心
情很好。 ”6月16日，在“芙蓉消费月月奖 十万现
金等您拿” 发票短信抽奖活动颁奖现场，仅消费
几十元、 发一条短信就收获10万元现金大奖的
幸运者很激动。长沙市芙蓉区举办的“芯动芙蓉·
快乐Shopping”消费季发票中奖活动，现场兑现

了5月份的一、二、三等奖，奖金共计26万元。
据悉，从4月至12月，芙蓉消费月月奖

活动每月设置10万元1名、5万元2名和2万
元3名三个奖阶，消费者只要在该区指定行
业消费，索取有效发票后按要求发送短信，
就有可能捧回幸运大奖。

芙蓉区 消费月月有大奖

本报6月20日讯 （通讯员 彭瑾瑜 文敏
记者 周怀立）“没想到检察长亲自来了，帮我
解决了许多问题。 ”近日，家住株洲县渌口镇
的颜师傅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他碰到一些邻
里纠纷之类的事，因不懂法律，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很苦恼。他来到镇民生信访联络站反映
情况，正好碰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毅清。
通过直接与检察长沟通，颜师傅满意而归。

株洲县有14个乡镇， 湘江将其分为两
半，乡镇与县城之间交通不便。为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法律要求，2010年，该县检察院
在全省率先建立民生信访联络站。 主要是
通过开展“三包、一住、一记”活动，即领导
包片、科室负责人包站、干警包案，在联络
点住一天、做好一天记录，拉近与群众的距
离，解决基层法律问题。

株洲县 检察院设基层信访联络站

新晃强化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
1至5月查出问题资金463万元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6月 20日

第 2013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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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1000 778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852 160 296320

7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6月20日 第201307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163744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7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8 7027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821
119306
1769363
12459464

71
4036
58332
407835

3000
200
10
5

0921 23 26 281205

对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统一规划设计

去年市区空气质量
344天为良好以上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刘也 通讯员
黄诚 马春生 简云勇）近日，临澧县委召开表
彰大会，对非公有制企业23名优秀党员及被评
为生产标兵的489名党员给予表彰。

临澧现有非公企业1050家，从业人员6
万多人。 为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
面，该县成立了非公经济组织党工委，实行
机构、编制、经费单列，并从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 退职党员干部中选派1000余名党建
工作指导员，到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采

取单独组建、联合共建、挂靠带建等形式，
抓好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建设。 同时，采取管
理费税前列支、党费全额拨返、财政补助支
持、党员自愿捐助等办法，为非公企业党组
织安排工作经费。 县财政还采取以奖代投
方式，拿出50万元，帮68家非公企业党组织
建了活动场所；拨款80万元，在非公企业集
聚的园区建立开放性、 多功能党群活动服
务中心。 目前，全县共在非公企业建党组织
126个，发展党员1500多名。

临澧县 非公企业党员成生产标兵

身边���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