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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
明天，阴天有阵雨
北风 2～3级 19℃～28℃
张家界 多云 17℃～31℃

吉首市 多云转阴 16℃～30℃
岳阳市 多云 17℃～28℃
常德市 多云转晴 17℃～29℃
益阳市 多云 18℃～30℃

怀化市 多云 16℃～30℃
娄底市 多云转晴 17℃～29℃
邵阳市 多云 18℃～29℃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6℃～27℃

株洲市 阴转多云 19℃～29℃
永州市 阴转多云 18℃～28℃
衡阳市 阴转多云 20℃～29℃
郴州市 阵雨转阴 20℃～2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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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易和平）“从项目落户到投产， 我们
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在半年内实现，这在全
国机械制造行业内可谓是‘动车速度’
了。”近日，湖南元亨冷暖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傅立新为当初从长沙转战湘阴县创
业的正确选择兴奋不已。

今年一季度，湘阴新开工项目9个，新
投产项目9个，奥莎富士电梯、奇思环保、
凯特电力、善源生物等一大批项目以“动
车速度”强势推动；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

115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
居全市第一。

湘阴县把2015年定为“项目攻坚
年”，坚持招商推动、投资拉动、项目带
动，聚力加快园区开发，强力攻坚项目
建设。132家县直单位、项目指挥协调机
构和乡镇负责人向县委书记黎作凤、县
长尹培国递交《联手帮扶工作责任状》。
实行“县级领导挂帅、责任单位一把手
负总责、单位作后盾、帮促工作队员具
体抓”的工作机制，完善调度讲评、工作

联动、配合协调机制和困难问题“挂号
销号”制度。420名帮扶干部以联手帮促
行动为抓手，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和
产业升级等为主攻方向，力促60个企业
项目和30个重点工程早签约、 早开工、
早投产、早见效。

该县还在园区发展、产业培育等
方面克难攻坚。启动县工业园创新产
业基地和金龙新区卓达工业地产项
目，加速推进顺华路、顺湘路、黄金
路、 新华北路和第二污水处理厂建

设。加速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着力提升园
区发展平台。 积极引导企业加大技改力
度，调整产品结构，促推产业转型升级。1
至3月，全县实施技改项目8个，完成技改
投资20.67亿元。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何良元 廖小元）郴州市财政局局长
谢革非近日收到局财政资金监管预警系
统发来的一条短信，对当天市里一个研究
所一笔18335.3元公务卡刷卡支出进行预
警。随即，市财政局对这笔支出进行跟踪
调查。经核实，这是研究所专项预算项目
支出，属年度预算正常业务范围内支出。

“这是我们设置的一个预警规则，只

要公务卡结算单笔转账金额在5000元以
上或用款事项不明，系统就会报警。”谢革
非介绍。

近年来， 郴州市针对财政资金种类
多、数额大、监管难的问题，积极探索创新
监管模式，在全省率先研发使用财政资金
监管预警系统，实现了财政资金监管信息
化、智能化。

据了解， 该系统根据财政资金性质，

从分配、执行、支付、核算等资金运行各关
键环节入手，设置了大额支付预警、资金
挪用预警、疑点账户预警、大额提现预警、
频繁提现预警、用途不明预警、公务卡结
算预警等17条预警规则。同时，对财政国
库每拨出一笔超过50万元的资金，或预算
单位每支付一笔5万元以上、授权支付2万
元以上的款项， 系统5分钟内就会自动发
送短信给市财政局领导及相关科室、预算

单位主要负责人，这相当于为财政资金安
全运行装上了一个实时监控的“电子眼”。

郴州市财政资金监管预警系统投入
运行后，真正实现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资金在网络上监管”。 自2011年6月上线
运行以来， 已累计监管财政资金613亿余
元，发出预警信息15.46万条，核实相关预
警资金35.7亿元，查处违规资金1000多万
元。

樟树港辣椒
每公斤52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李双双

“五一”期间，湘阴县樟树港一盘248元的“天价”清炒辣
椒图片在微信朋友圈“走红”。5月8日，记者在湘阴县樟树镇
文泾村发现，随着樟树港辣椒上市，辣椒地迎来了一拨又一
拨的经销商，像赶集。

整齐划一的大棚里，一片碧绿的辣椒树，比一般青椒树
稍微矮点，每株都开满白色小花，花间夹杂着密密、尖尖的
青椒。 椒农手忙脚乱地摘着。 棚外经销商和食客们争相抢
购。

“今年我采用大棚移栽，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10多天，
每公斤卖到了520元钱。由于产量少，物以稀为贵，所以价格
一直坚挺。” 该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志红告诉记者，
目前合作社有成员120余户，为椒农统一提供秧苗、技术、肥
料、销售服务，采取统筹统卖形式，来提高椒农的收入。

辣椒为何卖出天价， 它究竟好在哪？“樟树港辣椒是该
镇历经数百年栽培的传统地方特色农产品种，具有香、脆、
甜等特点。”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刘晖称，这种辣味非常适
合大众口味，前期微辣香甜，中期中辣香脆，后期辣而有香，
味纯不涩，椒香浓烈且明显高于其它品种，清炒时皮肉不分
离，清脆而柔软，味道十分鲜美。目前，“樟树港辣椒”有了不
凡“身份”，如“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
目录”等。

辣椒产地甚广， 缘何樟树港辣椒能独领风骚？“这是大
自然的馈赠。”该镇农技站长黄源介绍，镇南面铁炉湖、北面
文泾港端部均与湘江相连，加上东部鹅形山，一江一湖一港
一山相夹而形成一个小“盆地”，土壤母质为河湖沉积物，含
有辣椒生长所需的硒、锌等丰富微量元素；加之这里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促成了樟树港辣椒的美味。别的
地方栽植樟树港辣椒，总不免“南橘北枳”。目前，当地种植
面积约5000亩。

记者在基层

总投资达46亿元

5项目成功落户金洲新区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曹雪 王慧）今

天，在宁乡金洲新区举行的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上，长沙银行、
鑫磊国际等5个项目顺利签约，总投资额达46亿元。

近年来，金洲新区致力于节能环保新材料、先进装备
制造、光电信息三大主导工业产业，走“小产业、大集群、高
科技、快融合”的发展路子。201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60亿
元，财政收入近10亿元，成功培育了红宇新材、族兴新材、
微晶石墨等多家本土上市企业。

据悉，本次签约的5个项目分别是：由金洲新区与长沙
银行共同成立的合作基金项目；由台资企业萨摩亚鑫磊国
际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鑫磊国际精密铸件
项目；锂电谷产业园项目；投资1亿元的华铝机械航空和轨
道交通检修平台项目以及广州长岳玻纤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吕海平 戴瑾昕

5月6日上午，邵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鞠
晓阳带领部分班子成员，来到邵阳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 看望了见义勇为而受伤的大祥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姚文。鞠晓阳称赞姚文：“作为政法委
书记，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你做得好，为政法干部
树立了榜样！”

5月2日，正值“五一”小长假，新邵县资江风
光带乡村旅游火爆。下午1时多，坪上镇筱溪电站
附近一家餐馆客人爆满。不知何故，游客曾永鸣
刚走进包厢，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冲进来抓
住他，对他拳打脚踢，还用匕首刺伤他的头部，顿
时血流满面。

情况十分危急！客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惊呆了。这时，正在客厅吃饭的姚文站了起来，大
声喝道：“住手！不要打了。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
人，会出人命的。”姚文上前，把打人者谢某等人
拉开，并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大祥区委政法委

书记姚文。”
“你是政法委书记又怎么样？”谢某“啪”地一个耳

光，打在姚文脸上，接着拳头像雨点般打在姚文头部。
姚文冲过去，死死抱住谢某。另外一个矮个子

拿着匕首，想从后面来刺姚文，被赶来的姚文的朋
友制止了。矮个子又拿刀子去追打曾永鸣，曾永鸣
冲到厨房拿了把菜刀自卫。谢某一伙看情况不妙，
想逃跑。

“你们不要跑，打了人，走不了！”姚文边喊边
叫朋友报警，同时拽住谢某不放。但谢某的同伙开
车跑了。半小时后，新邵公安局坪上派出所民警赶
到了。姚文将谢某交给了民警。

回到市区，54岁的姚文被送进了医院。 经查，
姚文头部、面部、耳朵、眼睛和手臂等多处被打，构
成轻微伤，在医院住院治疗。被救者曾永鸣同家人
来到病房，感谢姚文的救命之恩。姚文说：“我是政
法委书记，这是应当做的。人命关天，我不站出来，
谁站出来啊？”

目前，谢某已被刑事拘留，其他犯罪嫌疑人正
在追捕中。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陈文清）
日前，湘潭市雨湖区“四中全会精神进基层”百姓微宣讲活
动在该区羊牯塘街道正式启动。湘潭大学法学院的3名学子
利用自己所学， 结合当前热点为当地群众上了法务公开课
程。家住羊牯塘社区的周海清对3位学生的宣讲赞不绝口。

为推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社区、进农村、进社会组织，该区早在3月底便开始了
百姓微宣讲活动的筹备工作。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该区微
宣讲宣讲团均由湘大法学院学生担任。

雨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唐世荣表示，选用优秀高校学
子参与百姓微宣讲活动， 能充分发挥法学专业师生的资源
优势，提高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学生们结
合该区各乡镇街的实际情况， 策划了老百姓兴趣强烈的话
题，使得微宣讲的内容更接地气。据了解，活动将持续两个
月时间， 湘大法学院11名学子组成的宣讲团将在该区16个
乡镇街开展宣讲。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康承贵

生活巨变， 高楼淹没了小
院，机器替代了手工。篾匠、打
铁匠、阉匠、补锅匠……曾经牵
系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匠人，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可在新
化县吉庆镇宋家岭村，86岁的
彭中山老人的一手篾匠绝活，
仍挥洒自如。 从父辈那里学会
做竹器起，至今他已做了72年。

四面环山，山上有竹，竹中
夹树，爬上海拔700米的宋家岭，
犹如置身一片绿色海洋。5月5日
下午，记者沿山间小道，辗转找
到手工竹器制作传承人彭中山。
彭老正坐在家里的长凳上，一手
执篾刀，一手拿竹子，埋头认真
地剖着竹片。屋里堆放着许多竹
制品，品种应有尽有，除了普通
的竹筐竹篓外， 还有竹编的躺
椅、簸箕、鱼篓、蒸笼，以及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竹器。

彭老年纪虽大， 但耳聪目
明， 介绍起他编的竹器来如数
家珍。 彭老的父亲是当地有名
的篾匠， 彭老14岁跟父亲学手
艺，一只竹篓，一把篾刀，几片

小刀， 在宋家岭上及周边村庄
闯荡。70多年时光里，把一个竹
海世界编织得异彩纷呈。

精湛的手艺和热情的服务
态度， 使得彭老的竹具远近闻
名，很多人慕名而来，请他去上
门做活，编织的竹具数以万计，
有的竹具使用了两三代人还在
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彭老不再
出门揽活儿， 一般都在家里编
织用具， 让家里人拿到集市去
卖；有时也有上门购买的；还有
送原材料上门，要彭老帮编织，
然后付工钱的。

“我跟着父亲学的篾匠，也
算是一门祖传手艺了。 那个时
候虽然学手艺只用了一年，可
是在接下来的70多年里， 我才
慢慢摸索到一些真正受用的

‘诀窍’。” 彭老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编制竹具的人确实不少，
但像他这样全面， 而且经验丰
富的手艺人， 方圆几十里找不
到几个。“我的崽女都已长大成
家，有的孙子也成了家，他们都
在外面打工， 没有一个人愿意
跟我学篾匠。 现在我最大的心
愿是能找到一个徒弟， 将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韩
露）日前，一场以“最美基层计生协会会长事迹”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在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举行，来
自全镇8个村（社区）以及重点单位的基层计生工
作人员选手， 以饱含感情的语言向群众讲述了一
个个生动的基层计生工作故事, 在场群众深受感
动。

靖港镇计生协会会长罗丽华介绍，该镇近年
来不断创新计生工作方式，如搭建计生服务微信
平台，由相关村、镇干部共同打造维护，及时宣传

最新计生政策法规、相关知识，并在线为群众答
疑解惑；不定期组织独生子女参加书法、美术展
览活动及器乐比赛；积极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在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孩子入托、子女就学、照料老人、
缺少经营场地等实际困难，密切干群关系；开展
关注女孩行动，组织妇女开展演讲会、报告会，助
推“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型婚育观念深入人心；
利用乡村环境卫生志愿服务队中女性占比大的
特征， 将美化乡村和计生宣传工作灵活结合，起
到了良好的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罗学军 王琼

“5万元 ，10万元 ，20万
元……”

这是一个不断跳涨的数
字，至5月8日，短短1个月来，这
个数字达到30万元。

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友
谊村村民杨世光眼含激动的泪
水说：“想不到女儿杨慧能得到
这么多人的关爱。”

4月7日， 友谊村花季少女
杨慧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急需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近
100万元的手术费用对于家境
贫寒的杨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
字。万般无奈之下，杨慧家人发
了一条求助微信。 通过君山新
闻网等媒体转发后， 在当地引
起强烈反响。

最先伸出援手的是友谊村

的村民们。100多户村民自发来
到杨家， 你捐100元、 我捐50
元，3天就捐了10115元。村民张
辉的儿子去年两次做开颅手
术，用了近30万元，自己因痛风
丧失劳动能力，家里十分困难，
但他带头捐100元。

看到微信后，君山区很多
党员干部、爱心企业家、志愿
者也参与到献爱心的行动中。
良心堡镇机关干部捐款7500
元。君山区道德模范、湖南国
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
泰来到友谊村， 把2万元钱送
到杨慧父亲手中。区文明委在
全区文明单位、志愿者中发起
献爱心行动。一个月来，共有
29家党政部门和爱心企业、
2000余名爱心人士参加了捐
助。

爱心数字还在上涨， 爱心
行动还在继续……

湘阴项目建设跑出“动车速度”

郴州“电子眼”盯紧财政资金

高校学子助力“百姓微宣讲”

身边的感动

爱心数字在跳涨

86岁老篾匠盼收徒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一伙人冲进餐馆打人，拳打脚踢，还用匕首刺———

政法委书记挺身救人

靖港计生工作新招不断

5月7日，泸溪县浦市古镇万荷园旁边的一处古民居在进行修复施工。近年来，泸溪县把万荷园作为该
县重要的景点来打造，修复周边民居、修建观光栈道、扩宽进出道路、兴建停车场。盛夏时节，万荷园将给
游客呈现出荷叶层层叠叠、荷花亭亭玉立、民居古风浓郁的迷人景致。 章永恒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5月 8日

第 2015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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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1040 654160

组选三 557 346 192722
组选六 0 173 0

2 7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335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65
734
7371

2
12
180

325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428
88991

320
243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5年5月8日 第2015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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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7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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