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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大雨转中雨 22℃～27℃
湘潭市 暴雨转大雨 22℃～28℃

张家界 中雨转阴 21℃～27℃
吉首市 大雨转阴 21℃～25℃
岳阳市 阵雨 22℃～27℃

常德市 大雨转阵雨 21℃～28℃
益阳市 大雨转阵雨 23℃～28℃

怀化市 中雨转阵雨 22℃～27℃
娄底市 大到暴雨转阵雨 22℃～26℃

衡阳市 暴雨 23℃～29℃
郴州市 阵雨转大到暴雨 24℃～32℃

株洲市 暴雨 23℃～28℃
永州市 中到大雨转暴雨 23℃～2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暴雨，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3 级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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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龙华国 杨万里）“昨晩打电话反映小
区广场路灯不亮， 没想到今天几名小区
党员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帮我们修好了。”
6日15日晚上，正在香樟绿城小区广场跳
健身舞的彭奶奶对记者说。 永州市零陵
区开展小区党员共建活动， 城区各个小
区呈现出文明、和谐的氛围。

零陵城区共有27个社区、45个居民

小区，小区居民达11万多人，占全区人口
的近半。针对城区小区多、服务质量跟不
上，卫生、绿化、安全、环保等存在突岀问
题的现状，去年以来，该区着力构建城市
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在城区小区“共驻
共建”党建工作。按照党总支建在社区、党
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的要求，围
绕小区居民反映强烈的水、电、路、灯、绿、
安等实事， 全区2600多名机关党员、1400

余名社区党员和3000余名小区党员“抱
团”参与小区共建。老干部、老教师、老代
表、老委员、老支书等“五老党员”争当小区
支部书记、房屋栋长、单元元长。党员牵头
组建扶贫帮教、卫生保洁、治安巡逻、健
身娱乐等小区群众组织， 共同建设“文
明、和谐、幸福”的居民小区。

该区开展小区党员共建以来，共成
立小区党支部67个， 毛遂自荐当栋长、

元长的党员有500多人，自愿进小区当保
洁员、巡逻员、保安员、调纠员、劝导员、
结对员等“六员”的党员达5000人，党员
共建帮助小区居民做好事实事上万件。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陈新春 ）“只要是项目的
事，一个电话区领导就过来了，一线驻点
协调解决问题。”近日，郴州烟叶复烤厂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北湖区派驻的工
作组已为项目协调解决问题26个， 使项
目施工进度超出了原定计划。

今年， 北湖区实施重点项目152个，

涉及基础设施、工业、商贸服务等多个领
域，任务重、时间紧。为抓好项目建设，该
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
面推行“一线工作法”。建立“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
底”的工作机制，将任务层层分解，从项
目立项、建设到投产，提供“一揽子”服
务。

北湖区委书记欧阳建华说，全区40余
名区级领导每天到其所联系的项目一线
靠前指挥，120多个工作组、400余人天天
跑一线解决问题。南岭大道改扩建二期是
郴州市城区“南扩”的重要项目，但杆线搬
迁困难重重，涉及权属单位12家。为此，区
领导和工作组天天到一线现场办公，确保
项目按预定计划竣工通车。针对项目建设

中一些难点问题，北湖区充分利用“一线工
作法”进行破解。如房屋拆迁碰到困难，该
区有关工作人员到一线与群众面对面沟
通，争取群众支持。仅5月份，就顺利签订房
屋拆迁协议512户，拆除房屋287户。

“一线工作法”成了北湖区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的“法宝”。据了解，今年1至5月，全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56亿元，同比增长8%。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 袁路华）
近日， 长沙高新区中电软件园接待了一批来自美国的重要
客户，他们为一个通过手机拍照进行3D打印的项目，寻求合
作商机。据了解，长沙高新区被正式授牌为“湖南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集聚区”以来，这样的移动互联网项目洽谈几乎每
天都有。

今年以来，省、市移动互联网产业政策相继出台，力图
通过以移动互联网软件平台为核心、 以基于移动互联网应
用开发及服务为突破口，引进领军企业和新兴潜力企业，培
育产业园区载体环境和生态链互动环境。 长沙高新区配合
省市布局， 制定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0年，打造形成移动互联网企业过千家，从业人数逾5万，
产业规模达千亿元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为此，高新区将
连续5年， 每年安排1亿元设立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对移动互联网企业进行扶持和补助，对移动互联网企业
和人才进行奖励和补助。

优异的产业发展环境、优惠的政策条件，让诸多世界
各地互联网湘籍企业家回乡创业热情高涨。58同城创始
人姚劲波、 金蝶软件掌门人徐少春……这些移动互联网
领域的湘籍“大佬”纷纷回归。4月，缔造软件产业众多第
一的金蝶软件已正式签约入驻长沙高新区， 发展移动互
联网、 电子商务等新业务；5月， 国内最大分类信息网
站———58同城，将移动支付业务落户长沙高新区。

随着利好政策的出台和专项资金正式兑现， 长沙高新
区将成为移动互联网企业投资创业的“洼地”。目前，220多
家移动互联网企业已经聚集麓谷。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贺
爱君 周可）前几天，北方地区秸秆焚烧产生的
空气污染物吹向长沙，导致空气质量突然恶化，
引发市民关注。 烧秸秆的现象在长沙也一直存
在，长沙市政府未雨绸缪，今天出台了秸秆和垃
圾禁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记者调查了解到， 长沙秸秆焚烧的集中时
间一般在每年的早稻和晚稻收割季节， 即每年
的8月份和10月份前后。特别是10月份，空气的
扩散能力较低，如果集中焚烧秸秆、垃圾，往往
会成为空气严重污染的“元凶”之一。

6月16日下午， 长沙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秸秆和垃圾禁烧相关工作，以应对8月
份、10月份可能出现的集中焚烧现象；19日，长
沙市政府出台下发了秸秆和垃圾禁烧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该方案提出，对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理，杜
绝任何形式的秸秆和垃圾焚烧行为。 重点区域
包括：全市城区范围，含湘江新区所辖范围；沿
长潭、京港澳、长常、岳临高速公路、京广铁路和
京广客运铁路专线等两侧各2公里和国道、省道
及其他公路干线两侧各1公里的地带；以黄花机
场、大托机场为中心，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涉及
黄花、春华、黄兴、暮云4个镇26个村。对重点区
域以外的一般区域， 在农作物收割高峰期和不
利天气状况下（秋冬季节），加强对秸秆和垃圾
焚烧行为的劝导和限制， 并积极推广秸秆综合
利用技术，实行垃圾分类减量化。

全市环保部门将加强对重点区域禁烧的执
法检查； 城管部门将切实做好城市、 城郊结合
部及县城范围内的生活垃圾、 建筑废物及枯枝
落叶的禁烧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将在农作物
收割高峰期，派专用宣传车辆下村到组，深入农
户开展宣传和劝导工作。方案规定，凡在环保部
秸秆焚烧分布遥感监测日报中监测有火点的乡

镇（街道）、村，一年内不得申报创建市级以上生
态乡镇或生态村， 并取消全市环境卫生十佳乡
镇（村）评优资格。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今天
凌晨4时，汨罗市“引兰入市” 工
程供水主管道与汨罗市自来水厂
顺利对接， 这标志着目前省内最
大的城乡集中供水工程建成。经
过调试，下午3时56分，水厂开始
向该市44万城乡居民统一供水。

“引兰入市”工程是汨罗市最
大的民生工程之一，2013年1月
14日动工建设，总投资1.75亿元。
该工程巧妙利用兰家洞水库至该
市自来水厂47米落差， 通过处理

取水头部、铺设优质环保PE供水
管道39公里， 将拥有国家Ⅰ类饮
用水水质的兰家洞水库、 向家洞
水库水引至城区， 并辐射沿线及
城区周边15个乡镇， 使其成为该
市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总水源。

据悉，随着汨罗“引兰入市”
工程逐步完善， 该市将实现汨罗
兰家洞、向家洞和汨罗水库，新市
水厂和市自来水厂， 以及汨罗江
“三库、两厂、一江” 联合调度、并
联运行、互为备用的供水大格局，
确保城乡用水安全。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貌）岳阳90后
消防战士梁德、鲁松旭舍身救人英勇牺牲，公安部批准他们
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省公安厅也为两
位烈士追记一等功、追认为中共党员。今天，共青团岳阳市
委举办“向梁德、鲁松旭同志学习座谈会”，向全市广大团员
青年发出学习通知。随后，该市共青团系统将铺开“崇尚英
模，学习英模”的主题宣传、教育、讨论、征文等活动，掀起学
习热潮。

今年5月27日，梁德和鲁松旭在对一名跳江妇女进行救
援时，被卷入湍急江水中，不幸牺牲。梁德入伍5年，生前参
加灭火救援和社会救助420多次，抢救遇险群众近100人；鲁
松旭入伍4年， 生前参加灭火救援460余次， 抢救遇险群众
120余人，深受好评。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共同回顾了两位烈
士生前的英雄事迹。 会议宣读了共青团湖南省委追授两位
烈士为“湖南省优秀共青团员”的决定；共青团岳阳市委追
授两名烈士为“岳阳市优秀共青团员”。与会的岳阳各县（市
区）、大中院校、市直机关等团委负责人纷纷发言和表态，深
切缅怀两位烈士，将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共青团岳阳市委书
记白再兴深情倡议说，要深刻认识向梁德、鲁松旭学习的积
极意义，结合工作实际，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邓泺

每周一次党代表坐班接访，
每月一次“党代表工作日”活动，
每季度一个爱心帮扶主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 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
道西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4位市
党代表、3位区党代表面对面访民
情，一对一解民忧，已为群众解决
大小问题128个。

党代表们的真诚服务， 就像
街道的名字———桂花一样， 香气
馥郁，飘进了大家心里，使人感到
甜滋滋的。

经常坐班的“老代表”
区党代表张明舫年近古稀，

一张“党代表接待党员群众登记
表”、一支笔、一张嘴，成了他工作
的“标配”。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到
党代表工作室来。

“其他党代表要上班不能常
来，我退休了，能经常和大家聊聊
天、交交心，自己也很开心。”一来
二去， 小区群众把他当成最值得
信赖的人，夫妻吵架、子女不孝、
邻里矛盾，都要找他评评理。遇到
大的问题，更不会忘了他。

去年初， 社区附近一个拆迁
工程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大
家意见很大，几次要阻工堵路，每
次都是张明舫出面制止。 为了这
事，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写了13份
建议书、 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
资源，最终彻底解决了问题。

近半年来， 张明舫与其他党
代表一道，按照“谁接待、谁跟踪、
谁负责”的原则，坐班接访，对群
众提出的意见、 建议做到件件有
答复、事事有回音，仅他一人就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46个。

雷厉风行的“顾代表”
社区门口有一条小路， 破烂

坑洼，居民出行很不便，大家多次
反映，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今年4月9日，株洲市党代表、
荷塘区委书记顾峰了解情况后，
对社区居民表态：“我会去请街道
办事处联系队伍施工， 争取一个
月内动工。”随后，这项工作很快
推进，不到一个月，工程完工了。

不只是修路， 在党代表工作
室， 居民们还向顾峰反映了乱停
车、发案率高、下水道堵塞等11个
问题。 顾峰迅速召集区内有关部
门负责人，一一交办，限时办结。
一个多月后，所有问题基本解决。

据了解，近年来，西子社区党
代表工作室还组织开展了近10
场“党代表工作日”活动，内容涉
及助残、关爱老年人、帮助困难家
庭、修路亮灯等，惠及群众1000
余人。

满足“微心愿”的
“彭代表”

在西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门
口，有一棵贴满心愿的“心愿树”，
这正是工作室今年的爱心帮扶主
题———“微心愿、微公益”。

社区9岁孤儿陈宇杰许下了
“我想治好奶奶风湿病”的“微心
愿”。孩子的一片孝心感动了株洲
市党代表彭爱华，她托人联系“火
疗”机构，长期免费为他奶奶做理
疗。 平日， 彭爱华还常到陈宇杰
家，送去米油、新衣服、新文具等。

作为株洲市委组织部部长，
彭爱华不仅带头送爱心， 还动员
市委组织部10名干部共同参与，
向社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环卫
工人等征集了40多个“微心愿”，
然后一一设法满足。

今年5月10日， 党代表工作室
开展“关爱贫困妈妈之圆梦妈妈”
主题活动，筹款1.36万元，为10户贫
困妈妈购买了全年“爱心菜市”购
物卡。 附近一个蔬菜市场也表示，
每年为“爱心菜市”资助2万余元。

党员共建打造“幸福小区”

“一线驻点”助推项目建设

最大城乡集中供水工程建成
汨罗44万城乡居民同饮安全水

情系民生“桂花”香
———记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西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

北方烧秸秆 长沙中“霾伏”

禁烧秸秆，长沙划定重点区域

据有关统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每年可生
成7亿多吨秸秆，大部分被烧掉。长沙市的城郊农
村也同样如此，每年到了8月和10月前后早稻和
晚稻收割的季节，不少农民朋友为图省事，往往
习惯将秸秆一烧了之，既造成环境污染，又浪费
了资源。

“秸秆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综合利用
前景广阔。” 长沙市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
桑轶介绍，秸秆的有效利用方法很多，如秸秆还
田、用作饲料、沼气利用等。

秸秆还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机械将秸秆
打碎，耕作时深翻严埋，利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将
秸秆腐化分解；另一种是将秸秆粉碎后，掺进适
量石灰和人畜粪便，让其发酵，在半氧化半还原
的环境里变质腐烂，再取出肥田。

用作饲料。将秸秆通过青贮、微贮、氨化、热
喷等技术处理， 可有效改变秸秆的组织结构，使
秸秆成为易于家畜消化、口感好的优质饲料。

制取沼气。稻草秸秆等属于有机物质，是制
取沼气的好材料。制取沼气可采用厌氧发酵的方
法，将种植业、养殖业和沼气池有机结合起来，利
用秸秆产生的沼气做饭和照明，沼渣喂猪，猪粪
和沼液作为肥料还田。

此外，秸秆还可用于发电、提取乙醇、制作建
材等方面。桑轶认为，只有大力推广秸秆的资源
化综合利用，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随手焚烧。

■链接

秸秆其实是个宝

6月 19日 ，
泸 溪 县 蔬 菜 基
地 ，县农业局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人 员 在 开
展 夏 季 瓜 果 蔬
菜农残抽检 。该
县 强 化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体系建设 ，每个
乡 镇 均 配 备 了
检验员 ，为 “舌
尖上的安全 ”提
供保障。

向民贵
张克宁

摄影报道

220多家企业抢滩麓谷
长沙高新区成为移动互联网产业投资“洼地”

零陵区

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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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6月 19日

第 2014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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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 1000 207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610 160 417600

5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6月19日 第201406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440978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2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46408
19 6573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770
107270
1672199
12992624

64
3428
52340
442735

3000
200
10
5

17 19 25 301205 11

岳阳举办向梁德、鲁松旭学习座谈会
忠魂不朽 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