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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27 0 8 1
排列 5 15127 0 8 1 8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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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明天，阵雨转多云
南风转北风 2~3级 21℃～25℃
张家界 小雨转多云 20℃～28℃

吉首市 大雨转阵雨 20℃～25℃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17℃～24℃
常德市 小雨转阵雨 20℃～26℃
益阳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22℃～26℃

怀化市 小雨转中雨 20℃～26℃
娄底市 大雨转阵雨 21℃～27℃
邵阳市 大雨 21℃～27℃
湘潭市 暴雨转中雨 22℃～26℃

株洲市 暴雨转中雨 21℃～27℃
永州市 中到大雨转暴雨 22℃～27℃
衡阳市 中雨转小雨 20℃～28℃
郴州市 中雨转大到暴雨 22℃～28℃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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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麻胜明

近日，花垣县城的居民吴正英，来到
县公安局，把一面书有“人民卫士、破案神
速”的锦旗，送给干警，感谢干警为她追回
价值5000多元的手机。

该局的荣誉陈列室里，又添了一面锦
旗。

2014年1月1日至今， 花垣县公安局
收到社会各界群众送来120面锦旗。 这每
一面锦旗的背后，凝聚着公安民警艰辛的
汗水，饱含着深深的警民鱼水情……

从“护学”抓起
4月22日晚上9时8分， 位于花垣县城

北郊的边城高级中学， 准时下了晚自习，
几分钟后，学生们便从校门里涌出。

黑暗中，校门外两台警车上闪烁着的
警灯，格外耀眼；花垣县政法委书记、县公
安局局长陈忠耀，与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和经侦大队的4名民警，身着警服，分别站
在校门外的显眼处，一同为学生们护学。

曾经，花垣县城里学校的老师与学生
家长，对学生的上下学不安全，反映很大。

经过详细调查与缜密研究，“护学方
案”于2014年3月正式实施。对县城范围
内的边城高级中学、县民族中学、花垣镇
第一小学、花垣镇第二小学、花垣县国土
希望小学等5所学校， 上下学前后一个小
时内，各有一台警车两名干警，在校门口
全天候巡逻、值勤。不仅公安局里所有警
种都参与排班，局里所有领导也要参与。

15000名师生的安全，得到了强有力
的保护，社会各界对此点赞不已。

破陈年积案
积案不破，严重影响警民关系。
2014年， 花垣县建立大案侦破工作

机制。即每破命案、大案、要案时，公安局
长、大队长、中队长、所长、股长靠前指挥、
一线督战；多部门同步上案，多方保障到

位；案件不破、人员不撤、班子不散，使命
案侦破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16年前，花垣县排碧乡板栗村村民石
某某， 因土地纠纷用刀将吴某某捅成重
伤， 并将吴某某的妻子和儿子捅死后逃
窜。2014年5月， 县公安局成立命案积案
专案组， 由一名副局长带队侦查摸排，蹲
点守候。8月，终于将化名潜逃16年之久的
犯罪嫌疑人石某某，从外地抓获归案。

仅用3个月时间，4起拖了10年到20
年的命案积案，全部成功破获。

人防技防相结合
“我们花垣的巡特警们真是太厉害

了，10分钟时间就抓获了盗贼， 为我追回
了被盗的2万块钱现金， 我给他们送
的锦旗是‘雷霆出击，破案迅速’。”尚
金玉女士对记者侃侃而谈。

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共同编织了
遍布城乡的一张“安全网”。

2014年， 花垣县投入1400余万

元， 全面建成了覆盖城乡的视频监控系
统，实现对社会面全天候、全方位、立体化
监控。该县还整合了110指挥中心、电子监
控、情报、网安、交警、巡特警等6个方面的
力量，应用信息化手段研判预警，重点加
强街面巡逻。在城区人流、车流最繁杂的
地段修建了4个治安岗亭，屯警街面，打造
3分钟巡逻防范圈。

依托视频监控和巡逻队伍，该县公安
民警救助迷路老人、走失小孩等困难群众
195人， 抓获各类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200余人，现行破案率达40.3%。

花垣县公安局，还创造了200多天无
“两抢一盗”发案，连续2年无涉枪案件发
生，一举摘掉了“治安整治县”的帽子。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水田栽秧，自古以来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先耕后种，但
靖州的农技人员却要农民朋友“站起来”种田。5月14日，该
县在太阳坪乡诸葛村举办了一场水稻“免耕直播”栽培技术
推广现场会，农技人员端起稻种，走进田间，为赶来学习的
群众作起了示范。

据县农业局农技员胡强明介绍，水稻免耕直播技术是
一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新技术， 其主要做法是：先
喷施除草剂除去稻田里的杂草；接下来一周时间，往稻田
里施肥、开沟、泡田；等泡出烂泥时，放水露出泥巴，播撒稻
种。待播的水稻种子，用清水浸泡3到24个小时，此举可省
去传统播种浸种催芽的程序，减少烧苞现象，保证发芽率。
把这一切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后， 农民朋友就可以直起腰
来，在稻田里播撒水稻种子，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躬下腰
插秧了。

“新方法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省工省时不费力。”诸葛
村的种田大户林安江现身说法， 他去年承包了50多亩稻田
种水稻，用“免耕直播”比传统方法减少了育秧、耕地、插秧
等程序，也不要催芽，过去种一亩水稻需3个人劳动1天，而
新方法种一亩水稻只需1个人30分钟就干好了，1年下来，
光人工、机械成本他就省了2万多元。而且，水稻免耕直播法
的收成比传统种法产量并不低， 成熟期还提前了几天。他
说，如果全村3000亩耕地全部采用这项技术，可以为全村
群众节省120多万元。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长沙市教育局统一发布《长沙市城区
2015年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指南》，以
方便进城务工人员准确了解如何办理其子
女入学手续。

记者看到，《指南》 包括了长沙市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转学政策以
及各个区随迁子女入学工作安排等， 内容
很详细。

比如，入学政策方面，《指南》规定：入
读城区公办小学的，须年满6周岁，其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必须在当地持续合法居
住1年以上， 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 同时提交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
所在地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长沙市从
业证明（合法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长沙
市居住证、 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和学前
教育证明， 由住所所在地的区教育局按照
相对就近、统筹安排的原则安排就读。

入学城区公办初中的，凡已在长沙城区
小学取得学籍的学生，可就地申请，按照一
视同仁的原则同等享受城区小学毕业生升
初中的招生录取政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外地小学毕业后，要求随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入读长沙城区公办初中学校的，其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必须在当地持续合
法居住1年以上， 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同时提交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
所在地户口簿、身份证、长沙市从业证明（合
法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 长沙市居住
证、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学生原就读学
校的学生手册等资料，到住所所在地的区教
育局办理相关手续，由区教育局统一进行微
机派位。 如果在高新区务工且居住在当地，
则按照高新区划片招生政策入学。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长沙城区
高中， 凡已在城区初中学校取得学籍的学
生，可以在就读学校报名参加中考，同等享
受长沙城区高中的招生录取政策。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胡卫红
高爽 记者 杨军）5月13日，位于桃江县
沾溪镇沾溪村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热
闹非凡， 一大车虾苗从江苏运到这里，
即将开启“内陆生活模式”。据了解，这
是我省首家罗氏沼虾养殖基地。

罗氏沼虾又名马来西亚大虾，是一
种大型淡水虾， 原产东南亚。 我国自
1976年引进此虾，现已在广东、广西、江

苏、浙江等10多个省市养殖。沾溪村罗
氏沼虾养殖基地的老板张友军是江苏
扬州市人，他告诉记者，在扬州，罗氏沼
虾的养殖面积有20多万亩，约占全国养
殖面积的40%，是农民致富的聚宝盆。

“像螃蟹有蟹黄一样，罗氏沼虾有
虾黄。”张友军说，罗氏沼虾肉味鲜美、
营养价值很高，虾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0.6%，远超过龙虾、基围虾、草鱼、鲤鱼

等。近年来，我省长株潭等城市销售的
罗氏沼虾都是外省运过来的，损耗了鲜
虾的质感，也增大了销售成本。

今年1月， 张友军在沾溪村选定养
殖基地，并着手开挖池塘，进行电力设
施和水系建设。目前，基地已投入资金
350万元， 建成标准化罗氏沼虾养殖池
塘200亩。 可年产罗氏沼虾成虾8万公
斤，实现年产值400万元。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李雄峰）5月11日， 记者在郴
州市北湖区采访， 听到工会组织方面的一
些新名词： 一条街工会、 休闲娱乐行业工
会、楼宇工会、市场工会等。近年来，北湖区
把工会建会重点向乡镇（街道）、园区及村、
社区延伸，打造区总工会、乡镇（街道）工会
联合会、村（社区）工会、楼宇工会（一条街工
会等）4级工会网络。

通过建立健全4级工会网络，劳动者的
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去年，北湖区工资集
体协商覆盖企业614家、职工近万人。目前，
全区已组建一条街工会4个、示范性楼宇工
会6个、市场工会3个、村级工会5个，共覆盖
各类企业540家。

为让各级工会真正成为劳动者之家，
北湖区各级工会组织还从劳动者工资入
手，推行村级、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去年
12月， 该区保和镇雷大桥村工会与区域内
万华汽车城、 小埠投资开发公司等24家企
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议，近350名工人的工
资得到“保底”，也为解决当地用工矛盾、劳
资纠纷提供了一个协商合作的平台。

裴艳奎

“刘受望真不错，带领乡亲们种植莲藕，致富10户农
民，人均年收入净增1万元。”近日，临澧县新安镇古城村73
岁的村民刘朝林感激地说。

刘受望是党员，为人忠厚老实，但过去片面认为只要自
己遵纪守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没有起到党员
的模范带动作用。去年，县委组织农村创新创优党员教育活
动，县委组织部举办了“十佳党员致富能手”、“生产标兵”、

“服务之星”等各类先进典型事例巡回展播。刘受望从中受
到教育，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他说：“我也是一名党员，别人
做得到的，我也要做到。”

去年3月初，刘受望自筹资金180万元，到浙江学习种
植莲藕的技术，引进南斯拉夫雪藕、泰国花奇莲等品种，尝
试着进行浅水薄土种植并养殖泥鳅。3月底，他带着村里10
户村民，试种了50亩，10月底收获，亩产3500公斤。他们种
的莲藕皮薄肉嫩、又脆又甜，成了市面抢手货，每公斤莲藕
卖7元，50亩莲藕收入120余万元，加上放在一起养的泥鳅，
收入更多。

今年1月，刘受望牵头组建湖南成祥旺业莲藕种植合作
社，发展会员80余户，将莲藕种植面积扩展到300余亩。古
城村成为常德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刘受望也被县里评
为“最佳致富能手”、优秀党员。

据了解，近年来，临澧县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施
农村党员素质培养“一乡一品”工程，并开展“美好乡村建设
先锋行”专项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较好效
果。全县15766名农村党员通过系统培训，已有1824人获中
专文凭、326人获得大专学历、633人掌握了5项以上致富本
领。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程灵敏说，越来越多的农村党员像
刘受望一样，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产
生了“雁阵效应”。

“免耕直播”省工省时不费力

靖州农民“站起来”种田

“别人做得到的，我也要做到”

120面锦旗的背后

方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长沙市发布办事指南

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北湖区建立
4级工会网络

首家罗氏沼虾养殖基地落户桃江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罗先忠 唐水兰 ）“怀孕后不时
出现小状况，心事越来越重，现在终于释
怀了。”5月11日，永州市零陵区工业园永
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员工李某兰， 走出
该区石山脚乡计生办在园区设立的“育
龄妇女悄悄话室”，一展愁眉地说。

零陵区工业园位于该区石山脚乡
辖区， 有30多家企业， 近3000育龄妇
女， 大多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人

口。为更好地服务育龄妇女，该乡在园
区开设了“育龄妇女悄悄话室”，为广大
育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成立园区
计生服务队，每月定期深入企业开展优
生优育和健康检查服务。 开通服务热
线， 及时为广大育龄妇女查病治病。仅
去年以来， 园区育龄妇女2000多人次

在“育龄妇女悄悄话室”接受心理咨询
服务。为1万多人次提供健康检查，查出
妇科病等各类疾病400多人次， 免费送
药价值2万多元。送避孕套、避孕药具等
3000多盒。发放《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知
识手册》、《科学育儿》 等政策宣传资料
近3万份。

“育龄妇女悄悄话室”进园区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武陵游罢画中别， 归来还忆张家
界；多谢山庄好导游，伴我了却湘西愿!”

5月12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旅游局
官方微信收到一封来自甘肃敦化的感谢
信，洋洋洒洒千余字，流露出游客宋志刚
对张家界导游姜玉忠由衷的敬意。

随后，这封感谢信在微信圈内传开，
微友们纷纷为正能量点赞。

记者从信中了解，四月初，宋志刚等
18人从陕西“拼团”旅游，4月13日来张家
界，5天的旅游行程中， 导游姜玉忠相陪
左右，让他们在旅途中温暖舒心，回家后
回味无穷，特地发来这封感谢信。

“很庆幸，遇上了一位好导游。”宋志
刚在信中提到： 同行的游客王女士在火
车上不慎从卧铺床上摔下来， 下了火车
后， 前来常德火车站接团的姜导一直扶
着她上车，并安排在前排座位上。到了张
家界，又陪王女士去医院作检查。从医院
回来后，王女士卧床不起，姜导又嘱托餐

厅服务员把饭菜送到客房。第二天，王女
士的病情加重，他又帮忙联系医院，安排
她入院治疗。

宋志刚在信中还说： 张家界景好路
险， 同行的几位女士一出门就不停地拍
照，五天里，姜导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
提醒“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下雨，
山上观景不顺， 姜导不停安慰大家，“出
来玩就是玩个心态， 不可能什么事情都
尽如人意”。观看《天门狐仙》之后，下了
大雨， 姜玉忠撑着雨伞将他们一个接一
个送上车。

18日，宋志刚他们这个“拼团”解散，
姜玉忠细心为每一路归家的“人马”安排
回程， 订票订房间， 并一一送行。“分手
时，紧握在一起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用自己的真诚换来游客的信任，让
他有一种幸福感、成就感。”记者随后了
解， 年过40的姜玉忠现就职于武陵源江
汉山庄，做导游已10多年，2013年曾入围
张家界市第二届道德模范候选人。5月13
日，记者连线他，他说确有其事，每年这
样的事多得很,这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归来还忆张家界
■短评：

爱心是最美风景
廖声田

姜玉忠只是一个很平凡 、很
普通的导游 ，10多年如一日 ，坚
持以一颗温暖的爱心对待每一
个游客 ，之所以能让游客 “归来
还忆张家界 ”，用他自己的话说 ，
“爱心是衡量一个好导游的重要
标准”。

正因为有一颗爱心， 姜玉忠
才会觉得尽管每年这样的事做了
很多，但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游客
也才会“很庆幸，遇上了一位好导
游。”

爱心如一盏温馨的灯 ，一首
婉约的歌 ，能让游客疲惫的旅途
增添舒心惬意 ，这才是最美的风
景。

张瑾教授近日在给
学生演示 “无痛精针刀
疗法 ”。当天 ，湖南中医
药大学举办 “北京同仁
堂” 读书节活动———学
术讲座， 邀请中华针刀
学会副主委、“无痛精针
刀疗法” 国家专利发明
者张瑾教授来校为学生
讲课。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5月 14日

第 2015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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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1040 619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1 173 219883

0 7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5月14日 第2015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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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0885599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550060
5 1875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31
69172

1236656
8776187

78
3006
49550
356665

3000
200
10
5

0210 15 18 19 28

临澧县农村党员刘受望带领乡亲发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