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王茜）业
内推选、市民投票、专家评审……经
过一个多月的严格筛选， 今天下
午，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长沙
市第三届“十大年度新闻事件”评
选结果揭晓。

本次评选活动以“回望精彩
走在前列” 为主题， 评选内容为
2013年长沙全市的各行各业、各条
战线、各个领域，对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典型意义、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年度新闻事件。十条入选的新
闻分别为“长沙开展‘六个走在前
列’大竞赛，确定率先建成‘三市’、

强力实施‘三倍’、加快现代化进程
重大战略”、“长沙获年度全国城市
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和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双第一’”、
“一期投资120亿元、年产30万辆的
上海大众湖南（长沙）项目开工建
设”、“长沙成功创建首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长沙荣获
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长安
杯’”、“湖南省一次性向长沙下放
45项省级管理权限”、“市民自发送
别‘爱心报刊亭’蔡爷爷”、“大型史
诗电视剧《毛泽东》全国热播”、“长
沙推出公共交通系统惠民举措”、

“长沙市民廖月娥荣膺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称号”。

长沙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
本届“十大年度新闻事件”评选，既
有关系重大时政、经济发展、百姓
民生的新闻事件，更有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的
人物新闻事件，展示了长沙2013年
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中
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据悉，市民广泛参与本次评选
活动，星辰在线投票通道专题点击
突破40万次，27万人次参与投票，
单选项最高票数达18万票。

长沙市第三届“十大年度新闻事件”揭晓

3月24日，吉
首市农产品开发
服务中心， 矮寨
镇吉龙村的苗家
妇 女 在 选 购 谷
种。 春耕时节，该
市农民抓住有利
时机， 积极开展
春耕生产， 播种
新年的希望。

姚方 杨树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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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基层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
员 刘再丽 廖鹤松）阳春三月，人勤春早。
涟源市湄江镇仙峰村的村民陆续来到驻
村群众工作组领取春播生产物资和粮食
种子。一位村民高兴地说,群众工作组把工
作做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

近年来，涟源市委、市政府创造性地
向全市所有951行政村、 社区派驻群众工

作组， 并将其中183个定为示范性群众工
作组。工作队员从市乡机关中有群众工作
经验的领导干部中选派，并建立了集中工
作日等7项群众工作制度， 推动工作重心
下移、干部融入群众。并将每月月底3天群
众工作日确定为“无会日”。工作队员坚持
每月群众工作日进村、 信访维稳工作特
别防护期进村、 其他时间有工作任务进

村。帮办不包办、服务不添乱、补台不越
权，支持村支两委开展工作。茅塘镇洞门
村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 群众工作组进
驻两年，向上级各部门争取项目资金118
万元，硬化了通组公路、安装了自来水，
指导村民开发了花卉苗木、 中药材种植
基地，新修了村民活动中心、文化健身广
场。

2013年，涟源市各群众工作组共扶持
发展项目191个，扶助困难家庭6110户，帮
助建设村级组织活动中心230个； 及时化
解矛盾纠纷3100余起。2013年，全市本级
信访总量较上年同期减少了近20%。2013
年该市民调较上年度上升22位，创历史最
好成绩，并连续两年获评全省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先进（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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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 13℃～18℃
湘潭市 阵雨转多云 16℃～22℃

张家界 多云 14℃～24℃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14℃～22℃
岳阳市 小雨转阵雨 16℃～20℃

常德市 阵雨转多云 15℃～20℃
益阳市 阵雨转小雨 15℃～21℃

怀化市 小雨转阴 14℃～20℃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5℃～21℃

衡阳市 阵雨转小雨 16℃～23℃
郴州市 多云 16℃～27℃

株洲市 多云 16℃～24℃
永州市 阵雨 16℃～23℃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阵雨 明天，阴天转小雨
南风 3 级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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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周怀立）“用5
年时间引进、培养1万名在科技创新、重点
产业和公共领域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为
努力把株洲建设成为创新性城市提供强
大动力。”今天，株洲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启动“万名人才计划”。

据悉，株洲市的“万名人才计划”包括
领军人才、重点产业人才、公共服务人才、
蓝领精英人才4个子计划，其中，仅蓝领精
英人才就达到重点培养5000名技师以上

高技能人才的规模。为此，株洲市出台了
10项政策措施， 对进入人才计划的人才，
最高每人可获取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和科研经费、100万元的安家补贴。从今年
开始， 株洲市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
金，同时，通过统筹部门和县市区的人才
资金，5年直接投入不少于3亿元， 总投入
不少于10亿元。

作为一座传统的工业城市，株洲市多
年来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成效突出，以刘

友梅、尹泽勇、丁荣军院士为代表的一批
领军人才， 为株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近期，该市又成功引进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周孟初院士等一批高层次领军
人才。与此同时，该市在破解“技能型
人才短缺” 困局上也不断取得进展。目
前， 全市已经拥有各类专业院校14家，民
办培训机构81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
职业培训体系，成为株洲市持续发展的保
障。下一步，株洲将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

研究制定相关住房保障优惠办法、 医疗服
务绿色通道、 人才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等配套政策， 为人才计划的有效推进创造
优越的政策环境。

小村年迎6万客
农家乐里有黄金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阳望春 肖丁勤

3月19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田头农
家乐”里一派热闹景象，十余桌客人正在店里品尝苗家
特色的农家菜，村里其他几家“农家乐”也生意红火。

“田头农家乐”主人、村农家乐协会会长阳昌中介
绍，桃林作为城步一个新兴旅游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
正在逐年提升， 农家乐产业已迅速发展成为村民致富
的主要渠道。

“田头农家乐”门店为三层吊脚楼，民族特色浓郁，
配套设施完备，被授予“四星级”农家乐。目前该村共有
农家乐21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从业人
员达150人，占全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阳昌中一脸喜悦地告诉记者， 随着县里“旅游强
县”战略的大力实施，全村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桃林
村的旅游发展一年比一年看好。去年全村共接待人数6
万多人，最高峰一天超过2500人，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400多万元。

现年41岁的阳昌中回乡创业之前一直在广东打
工，月工资不菲。当他看到广东一些城郊的农家乐生意
火爆时， 联想到桃林村正处在县城—南山、 桂林—南
山—崀山黄金旅游线上，办农家乐一定大有作为。2007
年，他索性辞职回家办起了农家乐，并请来能工巧匠将
房屋修葺一新。翘角飞檐、雕花镂空的“田头农家乐”成
为全村一道靓丽的风景和旅游接待的旗舰店。

为引导农家乐健康有序发展， 他倡导成立农家乐
行业协会，由协会对餐饮住宿门店实行统一分配客源、
统一收费价格、统一服务标准，并邀请县就业服务局和
旅游局进行相关服务技能培训。 村里请人将传统的傩
戏、苗家山歌、挤油尖等整理成表演节目，深受广大游
客的喜爱。

目前， 该村正在全力争取“中国特色古民居村”、
“中国美丽乡村”、“全国生态环保村”3块金字招牌。“随
着边溪至南山牧场公路的开工建设和南山成功创建为
国家4A级景区，桃林的旅游一定会越来越红火！”说起
这些，阳昌中自信满满。

计划5年引进培养万名高端人才

951个群众工作组驻村解民忧

困难家庭想着更困难的家庭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全 李佳

“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应该把名额让给他们！”3月
17日下午， 在君山区钱粮湖镇三分店幼儿园，60岁的吴冬秀
老人诚恳地向园长涂丽婉拒了幼儿园对其孙女的资助。

原来，三分店幼儿园将在近期发放学前儿童资助，给每
个困难家庭发放1000元的现金。 今年4岁的小梓涵出生时
因为缺氧导致脑瘫，家里为其治病花去了数万元。如今，小
梓涵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她则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考虑到小梓涵的特殊情况，幼儿园把她列入了资助名单
中，并在上周五打电话通知了小梓涵的奶奶吴冬秀。

晚上，吴冬秀把消息告诉了远在深圳的儿子和儿媳，并
和他们商量：“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这个钱应该让给更
困难的家庭。”儿子和儿媳都表示同意。于是，这天下午来幼
儿园接小梓涵，吴冬秀就来到园长办公室，跟幼儿园负责人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幼儿园负责人对吴奶奶的行为大为敬
佩，表示让出的名额将会支持另外一个困难家庭。

雨花区困境儿童喜领生活补贴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谢璐）“虽然儿子去世了，儿媳

妇也离家出走了，但困境儿童幸福计划实施后，我孙女的生
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也上得起幼儿园了。”砂子塘街道的5岁
困境儿童小茜（化名）的爷爷感慨道。今天上午，在长沙市雨
花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试点暨困境儿童幸福计划启动
仪式上， 区内首批符合条件的74名困境儿童现场领取了生
活补贴存折，补助资金达13万余元。

雨花区是我省开展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7个试点区县
之一，该区户籍且未满18周岁的人中，有失去父母或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父母双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
的，经残联部门鉴定为一、二级重度残疾的，患有艾滋病、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血友病、唐氏综合征的
重病儿童，可经本人（或监护人）自愿申请，社区（筹委会）、街
道、区民政局三级审核审批后，符合条件者列入困境儿童幸
福计划项目。社区散居孤儿按照每人每月600元，福利机构养
育的孤儿按照每人每月10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照政策
规定类别每人每月480元或360元，重残、重病儿童每人每月
1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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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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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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三 0 3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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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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