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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18℃～30℃
吉首市 多云 17℃～28℃
岳阳市 多云 22℃～26℃
常德市 多云 20℃～27℃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0℃～27℃
怀化市 多云 17℃～27℃

娄底市 多云 17℃～27℃
邵阳市 多云 19℃～28℃
湘潭市 多云 20℃～27℃
株洲市 多云 20℃～29℃
永州市 多云 19℃～28℃
衡阳市 多云 22℃～29℃
郴州市 多云转阵雨 20℃～28℃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二２０14年9月23日湖南日报
客 户 端

长沙市
今天，多云 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2～3级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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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曹文剑）尽管当前楼市出现降温，但郴州市房地产投
资却呈逆势增长态势。 该市房产部门9月17日发布
的资料显示， 今年前8个月， 郴州房地产完成投资
92.84亿元，同比增长18.9％，投资总额及增幅均居
全省前列。

郴州市房产局局长刘运华介绍， 郴州房地产投
资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近年来郴州全力实施新型
城镇化战略，重点推进“郴资桂-郴永宜”大十字城
镇群建设， 为房地产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
础。

今年初，面对严峻的房地产市场形势，郴州市
一方面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进行结构性调整，拓
展旅游地产、温泉地产、休闲地产等；另一方面不
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稳
定健康发展的意见，行政审批再提速50%以上，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资）金优惠40%以上。
今年来， 市里还为重点房地产项目召开集中审批
会2次、调度会3次；并定期举行历史遗留问题专题
处理会， 先后为40个项目解决管线搬迁、 供水供
电、道路通行等问题100多个。

同时，郴州开展多种形式的房地产招商活动，仅

今年6月举办的2014年郴州房地产招商推介会，就
签约项目79个，引进投资726亿元。目前，该市正在
筹备第十届房地产暨汽车家电建材装饰交易会等。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并开
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全市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未晓芳
姜丹）坐拥房产4套，固定资产价值上百万，家住长沙
高新区麓谷街道长庆社区的雷利华是典型的“拆迁
富”。近日，他主动参加麓谷街道第九批被征地农民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试后，他领到了一张物业
管理职业资格证,可以到附近的物业公司上班了。如
何让“拆迁富”不变“拆迁负”，麓谷街道的创业就业
引导卓有成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麓谷街道过去一些拆
迁户拿到赔偿金后,不是考虑用这笔钱创业，而是出

手阔绰开销无度,或是参与赌博输个精光，以致留下
新债再度返贫，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麓谷街道
党工委书记陶湘闽告诉记者， 他们通过走访调查了
解到，街道内不少被征地农民有就业或创业意愿，但
苦于没有技能和目标，对创业一直犹豫不决。街道决
定针对被征地农民采取措施, 帮助他们走上创业路,
以营造一个大家积极创业的氛围。

街道有针对性地开辟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物流
仓储等实用就业培训，为被征地农民提供“菜单式”选
学；通过为自主创业人员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一次性

创业补贴、创业融资贴息、生产经营产地租赁补贴等
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广大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通过
减免税费，鼓励企业优先吸纳被征地农民就业，并针
对园区企业用工需求，积极进行对接，如为九芝堂培
训仓储物流人员，为威胜集团培训普工等。

目前,街道有221位征地农民成功创业，带动近
800人就业， 具备劳动能力的被征地农民家庭就业
率达到了98%以上。 自2012年以来， 麓谷街道新增
城镇就业人数达到20000人以上， 基本消除了零就
业家庭。

本报记者 张湘河

保靖白云山的最高点白云
寺，海拔1320米。

每天清晨， 宿秀江都会站在
这里，双手托举望远镜，细细巡视
着白云山的每个角落。

这一站就是17年。 当年那个
刚从湖南林校毕业一年的宿秀
江，如今已年过四十，成为白云山
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局
局长，也落得一个外号：山痴。

白云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0158.6公顷，是以珍稀雉类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 保护区有高等植物
2494种、脊椎动物361种，其中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70种、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57种。

宿秀江毕生的目标就是研究
白云山。

“手机用坏11部，用坏采样数
码相机4部，用坏旅行包6个，穿坏
解放鞋19双，用坏帐篷4个，粗算
走过的行程达5.7万公里。” 这是
同事帮宿秀江统计出的数据，还
特别强调：“是保守统计。”

白云山上，宿秀江痴迷上了植
物分类学。 他跑遍白云山各个角
落，每天，他总有些新的发现：从植
物的第一片新芽，到植物花期的长
短，甚至每棵植物的学名……2009
年， 他发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植
物。翻遍《中国植物志》也没找到这
植物的记载，宿秀江把照片传给了
研究部门。后来，这植物被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认定为中国菊科
植物新种，命名为“保靖蒲儿根”。

2008年5月， 宿秀江在白云
山工作已10年，对白云山资源有
了初步了解， 他萌生了白云山申
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想法。

保靖是国家扶贫重点县，资
金难题， 一下子成为白云山申报
国字号的“拦路虎”。

“我个人可以用财产和工资
抵押，如果没有做成，债务我来承
担。”宿秀江拍着胸口说。

2009年，白云山申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启动，宿秀江埋下4坛
白酒，整整100公斤。

他独自承担起白云山标本采
集项目，主持完成了《白云山自然
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报告》、《湖南
白云山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白云山图册》等编写工作。共采
集制作白云山区植物标本21000
余件， 其他地区植物标本13000
余件，拍摄植物照片10万余张。

通过研究，宿秀江发现，白云
山居然是雉类动物生活的天堂，
这又为白云山申报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工作中， 宿秀江无数
次遇见过五步蛇、竹叶青，也被掉
下的石头砸过， 在百米的悬崖上
悬挂过。

宿秀江也成熟了， 被中国林
科院聘为国家科技部自然保护区
生物资源标本整理、 整合及共享
试点项目指导老师；先后10余次
独立承担国家科技部平台项目、
中国科学院会同生态站生态监测
项目、 神农架川金丝猴植被和景
观多样性调查等项目； 还当选首
届“湖南林业十大杰出青年”。

2013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
了国办发 [2013]48号《关于公布
辽宁大黑山等21处新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名单通知》的文件，白云
山榜上有名。

让白云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梦想实现了。 宿秀江亲手
挖出4年前埋下的庆功酒，与同事
们开怀畅饮。

如今，成为“国字号”的白云
山自然保护区， 建设和研究经费
有了保障。 宿秀江正着手基础设
施建设和基础性森林资源调查相
关规划。

当然，每天清晨，他还要登上
那高高的白云寺， 细细巡视着白
云山。

汨罗构建城区
“5分钟警务圈”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近
日，汨罗市中心集贸市场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撬开了停放在路边
的一辆汽车的尾箱。“抓小偷！”车主发现后一声喊，中年男子慌不
择路往僻静小巷跑去。这时，一辆巡逻车及时赶到，逮住了他。市
民赞叹，汨罗城区“5分钟警务圈”名副其实。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汨罗市积极创新勤务管
理模式，把构建城区“5分钟警务圈”作为增强群众安全感的重要举
措来落实。他们投入200余万元，分别在城东、城西构建移动警务平
台，每个平台配备处警车、巡逻电瓶车、巡逻摩托车，配有40余名警
力，成为在街面上流动的“派出所”。同时，平台之间采取区域定点防
控和路面巡逻交叉的方式，增加街面上有警密度和有警时间，确保
城区任意一点出现情况，警务人员5分钟内可到达。还将巡逻从“无
声”变“有声”，边巡逻边提示居民防火、防盗、防安全事故，晚上加大
背街小巷和居民小区巡逻频率，强化街面治安管控能力。

汨罗移动警务平台建立以来，已现场受理群众求助146起，调
解纠纷243起，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48人。与以往相比，城区
街面“两抢一盗”发案率下降了65%。

桂阳清理编外聘用人员1200多人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胡旋）日前，记者

从桂阳县人社部门获悉，该县开展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编
外用人” 专项整治行动， 已有61家单位共清理出编外聘用人员1212
人，各类“吃空饷”、在编不在岗人员15人，追缴资金90余万元。

针对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普遍存在数量多、管理松散等问
题，今年初以来，桂阳县对编外聘用和借用人员进行全面清理。县
纪委、县委组织部以及县监察、人社、财政等部门，联合成立专项
工作组，制订下发相关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规定所有县直机关事
业单位不得擅自聘用临时工， 确因工作需要使用临时用工的，统
一实行劳务派遣，且临时工严格控制在本单位编制7%以内，年龄
不超过40周岁，以后只减不增。

为将专项清理工作落到实处，桂阳县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处理各类违规用人问题。各乡镇各部门在摸
清底子、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集中开展自查自纠，并将自查情况在
单位内部公示。在自查中发现问题的，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工作
纪律要求进行自纠。

本报9月22日讯 （通讯员 杨琳林 雷梦
云 记者 余蓉）“真没想到，我们家能多拿一
个人的补偿费！”日前，溆浦县仲夏乡水田垅
村村民罗尚友，从乡党委书记郭琦手中接过
补偿金1900元后，心里美滋滋的。

今年，水田垅村的集体橘园因项目征地
被征收了，仲夏乡积极落实“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分配集体经济效益、 征地补偿费时，对
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政策。经乡村
两级严格的资格审查，该村共有35户独生子
女家庭能够享受“增加一人份额”380元补偿
金。罗尚友是其中一员，他首批领取了补偿
金。

去年以来，仲夏乡为计生户推出了系列

“增收套餐”。如独生子女户、两女户家庭父
母年满60周岁时， 每人每年分别领取960元
的奖励扶助资金； 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后，
未再生育子女的父母， 在母亲年满49周岁
时， 每人每年可领取2520元或2040元的特
别扶助资金。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小孩
未满15周岁， 父母每人每年发放180元的独
生子女保健费。每到新学期开学，乡里对两
女结扎户和独生子女户中家境贫困、成绩优
秀的学生给予资助。每逢佳节、特殊日子，乡
政府驻村干部进村入户， 对计生先进家庭、
计生贫困家庭送上慰问金或慰问品。在今年
“5·29”计生协会活动日，该乡重点慰问了21
户计生特困户，发放困难救助金8800元。

本报9月22日讯（罗彦 郭畅
达 李文峰）坚守岗位12年默默奉
献，株洲县工商局干部陈慧热情、
细致做好日复一日的工商注册登
记工作。日前，株洲市工商局在城
区举行首场工商系统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会
上，陈慧等5名株洲市工商系统践
行群众路线标兵， 用质朴的话语
讲述了各自务实为民服务的点点
滴滴。 现场听取报告的工商干部
表示，将向标兵看齐，切实树立工
商干部良好形象。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
动中 ，株
洲市工商
局立足自
身行业要
求， 十分
注重加强

学习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引领和模范带头
作用，在全市工商系统开展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标兵评选活动。对被评
为标兵的荷塘区工商分局干部陈
刚、茶陵县工商局财务基建出纳员
谭运陶、株洲县工商局工商注册登
记员陈慧、攸县工商局大市场工商
所所长文正茂、株洲市工商局审计
科干部易八元予以表彰。 同时，举
办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全市工
商系统掀起争做勤奋学习的表率、
争做执法为民的表率、争做清正廉
洁的表率新热潮。

郴州房地产投资逆势增长
今年头8个月投资同比增长18.9％

不让“拆迁富”变“拆迁负”
麓谷街道被征地农民家庭就业率达98%以上

山痴
———记保靖白云山管理局局长宿秀江

株洲工商举办
践行群众路线事迹报告会

“增收套餐”送给计生户

9月20日，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8个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宣读了《黑木崖宣言》，
倡议旅游者文明旅行，爱护环境，保护青山绿水。当天，以“缘定酉水河·义结黑木崖”为主题的
2014湖南（沅陵）山水运动节在沅水河畔开幕。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9月 22日

第 2014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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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1040 1222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94 173 379562

1 49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61906
0 1963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81
707
8734

3
26
185

195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565
97016

307
204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9月22日 第201411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2205 08 16 21 2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