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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州
新闻

张家界 多云 15℃～23℃
吉首市 多云 13℃～23℃
岳阳市 晴 15℃～24℃
常德市 晴 14℃～23℃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5℃～24℃
怀化市 多云 13℃～24℃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4℃～24℃
邵阳市 晴 14℃～24℃
湘潭市 晴 14℃～24℃
株洲市 多云 16℃～25℃
永州市 多云 16℃～25℃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7℃～26℃
郴州市 阴转多云 16℃～24℃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
北风 2级 14℃～23℃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一２０1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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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刘也 李寒露）
连日来， 常德市一大批水利工程相继开
工，除对沅水、澧水一线大堤进行除险加
固外， 广大乡村堰塘清淤扩容、 渠道疏
浚、机埠维修等工程施工也全面铺开。据
了解，从今秋至明春，该市计划投入资金
40亿元兴修水利， 全面增强堤垸防洪与
农田灌溉能力。

据介绍， 今年7月， 沅水上游普降暴
雨，常德沅水流域出现1996年以来最大洪
水。当时全市上下奋力抗洪，没有溃一堤
一垸。洪水过后，该市决定在今秋明春的
水利建设中，重点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水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抗旱水源
建设等。 在计划投入的水利建设资金中，
中央和省级投资15.18亿元， 比上年增加

41%，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湖区蓄
洪院堤防加固等；市、区(县、市)两级筹资
11.27亿元， 用于沅澧一线大堤除险加固；
发动乡村及群众筹资13.57亿元，进行堰塘
清淤扩容、渠道疏浚，机埠维修等。

目前，常德市水利部门已初步设计出
沅澧一线大堤除险加固方案。 未来几个
月， 将对今年沅水流域高洪期间出险的

104处堤段进行彻底除险； 对沅澧两岸存
在安全隐患的86处建筑物进行整修加固
或拆除重建，对55.7公里未达标堤防进行
加高培厚，对14处80公里险段堤防进行吹
填、压浸和灌浆防渗处理。沅水南岸桃源
木塘垸文艺堤段加高培厚工程、天空眼堤
段吹填压浸工程、鼎城区红云街道西站社
区9组除险工程，现已开工建设。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杨万里 唐毅辉 ）“自从村里请了
公路养护员，养护员每天一大早拉着铁
皮斗车，一把锄头、一把铲子、一把镰
刀、一把扫帚，将村里公路养护得干干
净净。”日前，记者驱车在永州市零陵区
黄田铺镇邓家冲的宽阔整洁的村道上，
村民邓贤娣对村道有了专职养护员大
加赞赏。

零陵区是个农业大区。近年来，该

区多方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10亿多
元，修建区、乡、村公路1000余条，总里
程达2100多公里。然而，养护人员少，
有路无人养，导致很多路段尘土多、垃
圾多，影响了车辆畅通。从2011年起，
该区大胆对原交通养护体制实行“政
企分开”。对原有的交通养护人员从行
政、事业单位编制剥离出来，实行身份
变换。新成立公路养护公司，按照行业
指导、分村负责、村民自养、以奖代补

的办法，实行资金、人员、责任、考核、
奖罚“五到位”。全区507个村都配备公
路养护员。养护公司为全区每条路、每
座桥都建起了档案， 将每条路的养护
责任分配到人；按照一村一牌的办法，
设立村道标志558个； 建起便民招手
亭301个， 对11起毁路建房事件进行
了依法处理。部分乡镇还将村道护管
与环境治理、与农村创卫保洁有机结
合，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日前， 该区菱角塘镇养护工人欧
伟平被评为全国 2012年至 2014年度
农村村路管养工作先进个人， 菱角塘
镇被评为全国农村村路管养示范乡
镇。

10月12日，非洲朋友在参加“吃橘大赛”。当日，2014“美丽乡村石门行”活动在长沙橘子洲启幕，“石门橘子红
了”、“请喝一碗石门茶”、“吃橘大赛”等系列活动浓情上演。 本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李龙 摄影报道

千碗米粉免费尝
常德米粉大赛擂响战鼓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刘也 通讯员 何锋）“平时在店
里是怎么做的，今天就怎么做，一定要保持平常心。”10月12
日， 常德市体育中心广场上热闹非凡，“创品牌、 促就业”
2014年首届常德米粉烹饪技能竞赛在这里擂响战鼓， 作为
津市代表队的领队，贺家荣给即将参赛的队员们加油鼓劲。

常德米粉作为我省闻名遐迩的一种风味小吃， 早已成
为常德的一张名片。早在清光绪年间，常德就有了生产米粉
的店坊。其主要原料是大米，食用方便、经济实惠、味鲜可
口，备受老百姓青睐。

活动当天， 各参赛单位提供上千碗米粉供老百姓现场
免费品尝。同时，常德籍创业典型张天一来到竞赛现场，与
常德高校的500名学子分享创业经验。 在活动现场互动环
节，观众就常德米粉常识、卫生健康知识、积极的就业政策
和正确的就业观念等内容进行有奖抢答。现场气氛热烈，给
老百姓带来了一场米粉盛宴。

据悉，此次竞赛时间为10月12日至13日，采取理论知识
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共设4个项目，现
场制作。全市近50家米粉饮食单位组成15支代表队参赛，70
名米粉烹饪能手现场炮制美味米粉。另外，此次竞赛还出台
了《2014年首届常德米粉烹饪技能竞赛技术文件》，为多年

“游离”于行业之外的常德米粉烹饪制定了行业标准，有利
于解决米粉生产的卫生安全问题。

活动组委会主任向君承介绍：“通过这次竞赛， 让更多
人了解常德米粉，加强老百姓创业就业观念，鼓励大学生加
入到创业的队伍中来。”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国宏

泠江河污水流淌、 北正街车
辆乱停……10月9日下午，宁远县
政务中心101会议室“问政面对
面，传递正能量”电视问政直播现
场。一个个暗访短片的播出，让该
县城管、交警、工商等8个县直单
位的负责人坐立不安。

而接下来，以该县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新
闻媒体代表为主的问政代表不留
情面的质问，更让人脸红心跳。问
政代表们还现场举“哭脸牌”或

“笑脸牌”对回答进行评价。
“污水直排泠江河，影响居民

饮水的问题， 请问县城管局怎么

解决？”这时，主持人问道。
县城管局负责人蒋崇庆站起

来，一脸尴尬地回答：“对此，我深
感歉意，对不起广大市民，我们一
定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主持人追问：“尽快是几天？”
“10月份一定处理好。”
“请问贵局将采取何种措施

落实到位？”问政代表欧艳辉不依
不饶。

“我们一周内拿出排污管道
整改方案，并立即施工。”笑脸牌
总算超过了问政代表人数的2/3。

“农贸市场改造噪音扰民，你
们知道吗？”、 “都是老问题没有
解决，你们是不是‘放水养鱼’罚
款？”……

“立马整改， 请看我们的行

动”、“我们迅速把问题落实到人，
向社会公布……” 该县市场服务
中心负责人周静屏、 环保局负责
人欧阳辉合等面露惭愧， 态度诚
恳地作答。

近3个小时的现场问政结束，
可该县住建局负责人尹国军还
“心有余悸”地对记者说：“通过考
问，我们感到了工作的不足，我们
一定不折不扣整改， 群众不满意
绝不‘收兵’。”

问政代表谢茂松表示：“对存
在的问题，我们会追踪到底。”

该县县长桂砺锋告诉记者：
“以后， 我们要通过更多让群众
参与， 让有关部门直面问题的方
式， 督促全县上下作风进一步好
转。”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10月9日，记者见到沅陵县凉
水井镇王家岭村蛋鸡养殖户李吉
红时，他一脸灿烂。

李吉红介绍，今年6月，他向
村里蛋鸡养殖合作社借的3万元，
在国庆节前已还清本息。 眼下蛋
价一天一涨， 家里3400只“青年
鸡”处在生产旺期，每天撅起屁股
送“金蛋”。

李吉红边整理蛋筐， 边跟上
门来取蛋的合作社理事长王铁刚
说：“我有今天咸鱼翻身机会，全
靠合作社资金互助帮了大忙。”

李吉红是王家岭村蛋鸡养殖

合作社的老社员，前两年蛋价低，
年年亏，欠下合作社2万多元饲料
钱。今年开春，他和妻子准备外出
打工还债，王铁刚找到他们，承诺
只要对养蛋鸡不死心， 合作社愿
意再帮一把。第二天，两口子从合
作社拿到了3万元互助金。

“合作社要做大，就得改革，
把条件放宽，把服务做好，让社员
干得有劲。” 王铁刚对记者说，今
年5月，合作社抓住沅陵被定为全
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县的机会，
组建资金互助社， 对社员发放互
助金用于发展产业， 采取鸡蛋回
收、蛋鸡处置和山田抵押方式，控
制借款风险。运行5个月来，前后
发放互助金367万元，25户养鸡户

从中受益。 吉首及贵州铜仁等地
客商每周来买蛋，还要排队等。

“鸡舍建设、小鸡孵化、上门
防疫、饲料提供、上门收蛋、市场
销售、技术培训、资金互助、信用
评审、代管钱账、养殖控制等等，
合作社提供一条龙服务， 农民只
管养鸡。” 王铁刚说，合作社在发
展产业上“包打包唱”，资金互助
上还“锦上添花”。

对合作社的变化，李吉红深有
感触：“以前养鸡， 最多找合作社买
点鸡苗，搞一下防疫，赊点饲料，联
系销路，做的全是生产上的事。如今
不一样，合作社提供产销全程服务，
还搞资金互助解决筹资难、 信用协
作防范市场风险，我们甜头多呀！”

看世界特色建筑，去梅溪湖吧
本报10月12日讯（陶芳芳 王颖 文艳）今天，由梅溪湖

投资（长沙）有限公司主办、为期一个月的2014年梅溪湖国
际建筑展开展。据悉，这是我省首次举办的国际化大型建筑
展。

展览以“共生”为主题，力求探寻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
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协调，由曾担任威尼斯建筑双
年展的策展人方振宁先生亲自策展。展览邀请到英国扎哈·
哈迪德、奥地利蓝天组等7所目前国外最顶尖的建筑事务所
及魏春雨地方工作室等5所国内建筑事务所参展。

作品在1800平方米的两层展厅空间中呈现。其中，一层
主要展示7个国外建筑事务所在湘江新区设计的建筑。如扎
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打造的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完美地诠释了奇妙的共生关系。展厅二楼是“共生”理念的
扩展和延续， 展示了几位建筑界明星在中国的几个特色建
筑项目。 包括由本地建筑师魏春雨设计的梅溪湖周边十余
个园林建筑，王昀设计的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刘家琨设计的
白鹭湾湿地揽翠阁等。

据悉， 此次展览是即将开幕的2014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周系列活动之一。

香港专家宜章传“菜经”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杨雷华 李继

宏）“蔬菜类产品包装前须去根，摘去黄叶、枯叶，不许掺
水”、“水叶类、豆角类、瓜类、果类等蔬菜较易损坏，全部
要装箱包装，以白色塑料泡沫箱为主”……10月10日上
午，宜章县邀请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商会有限公司中港
经贸交流统筹专员黄健， 前来讲授供港农产品知识。宜
章及周边近100名种、养、加工专业户前来听课。

宜章接壤广东，靠近港澳，许多农产品畅销粤港澳。
近年来，该县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突出发展优势农
业产业，脐橙、茶叶、葡萄及养殖等产业迅速壮大。目前，
全县脐橙种植面积达17.2万亩；培植蔬菜种植大户2300
多户，发展订单蔬菜9800亩；发展规模养殖企业22家，组
建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组织22个。 为进一步做好产销对
接，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打造粤港澳绿色有机蔬菜、
水果和畜牧生产加工基地，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该县农
开办组织了这次讲课活动。

黄健从市场角度， 详细讲解了香港对农产品的需
求、香港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农产品商业运作流程、运输
方式及蔬果包装保鲜要求等。宜章县绿通蔬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四清听课后说， 这次讲课对他启发很
大，坚定了他做好供港农产品的信心。

开福区重奖经济发展功臣
本报10月12日讯（陶芳芳）为促产业升级，优化经济

结构，2014《长沙市开福区经济发展奖励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昨日出台。在今天开幕的2014长沙第七
届开福金秋经贸文化节上，该区重奖一批经济发展有功
之臣。香江集团、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招
商引资奖”，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
司等获得2013“纳税大户奖”。

《办法》中，奖励对象为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在该区
的企业及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个人。
设立的两大重点片区（长沙金融生态区、长沙金霞经济
开发区）招商引资质效奖、企业入驻奖、产业发展奖、中
介奖等4大奖项15个小项， 贯穿整个经济发展链条。《办
法》显示，对国内十强、国内百强电子商务企业，在该区
设立区域性总部的，将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
奖励；对新入驻本区且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
文化企业，在其竣工投产当年，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金洞苗木“变形”记
本报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建军

10月8日，金洞管理区凤凰乡大湾村30岁的刘建军算盘
打得山响：“今年，10亩苗木已进账10万元。”

今年初， 在广东打工的刘建军通过乡苗木专业合作社
的牵线， 与广州市龙林园林有限公司签订盆景苗木供应合
同，把山上野生的红桎木、黄檀等移栽到山下，整形、修枝
后，造型成优美的盆景苗木，备受客户青睐。

“苗木生产是乡里的传统产业，但过去只培育杉木等经
济类苗木，品种单一，经济效益不高。”该乡组宣委员李彩云
向记者侃侃而谈：“近年，乡里引导大家成立5个苗木专业合
作社，发展园林、城市绿化、盆景等中高档苗木生产，经济效
益明显增长。到2013年，全乡苗木销售实现1500万，仅此一
项人均增收1500元。”

来到该乡金凤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茶花园， 这里1000多
株山茶花虬枝回旋，叶茂花繁。让人仿佛置身艺术的殿堂。

该合作社理事邓满春向我们介绍：“这些老化的老油茶
树以前大家都是砍了作柴烧。3年前，乡里引进技术，指导我
们把老油茶树与十八学士、六角大红等名贵特种茶花嫁接，
培育成观赏园林苗木，立即价值不菲。今年，已经销售100余
株，收入200多万元。”

该乡汪家村村民李雪梅培育茶花苗木100多亩，她接过
话茬：“今年，我的苗木销售已达到50万元。”

40亿元大兴水利常德市

村道有了养护员零陵区

记者在基层

“电视问政”火辣辣

资金互助生“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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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2日

第 2014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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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 1040 1133600

组选三 2028 346 701688
组选六 0 173 0

6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10月12日 第2014118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484052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32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27135
9 815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73
100809
1756790
10119046

45
3322
58279
317260

3000
200
10
5

15 18 26 300705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