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背《岳阳楼记》
可免费游岳阳楼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 记者随
2015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省内精品旅游线路考察团来
到岳阳考察时得知，国庆假期，岳阳市岳阳楼景区继续推
出“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活动。

岳阳楼·君山岛景区是国家5A级景区，岳阳楼门票售
价为80元/张。在10月1日至3日期间，游客只要在5分钟内
用普通话背诵出《岳阳楼记》，就能获得一张免费门票，可
在当天免费畅游岳阳楼。

卢益卫获“海昌卫士奖”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

冬） 今天，2015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启动仪
式暨2014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海昌奖”评选活动表彰
大会在湖北省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海洋剧场举行。岳
阳市渔政管理站党支部书记、 东洞庭湖江豚保护管理站
站长卢益卫荣获“海昌卫士奖”，是我省此次唯一得主。

卢益卫自2000年调入岳阳市渔政站以来，负责编制
江豚保护宣传手册、宣传横幅、宣传标语等在江豚保护重
点流域、重点地段张贴；在保护区周边设立宣传牌，将保
护范围、保护对象公示于众，并亲自参与、成功救助了中
华鲟、江豚等珍稀保护动物18只。

大学生创业有了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左丹）长沙市工商局以

及各分局服务大厅都将设立大学生创业绿色通道窗口，
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捷的手续办理服务。 这是记者9月
14日晚从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
式上获悉的。

有关协议明确，双方将通过合作，在省教育厅就业
指导中心服务大厅、长沙市工商局以及各分局服务大厅
设立大学生创业绿色通道窗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营业
执照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
证、统计登记证注册登记等“一站式”服务以及企业开业
培训、创业跟踪指导等全程服务，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
供宽松的准入环境和便捷的手续办理服务，助推大学生
创新创业。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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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天间多云
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级 21℃～30℃
张家界 多云转晴 21℃～31℃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0℃～29℃
岳阳市 多云 22℃～30℃
常德市 晴 20℃～30℃
益阳市 多云 22℃～30℃

怀化市 多云 20℃～29℃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8℃～29℃
邵阳市 晴 19℃～28℃
湘潭市 晴 19℃～30℃

株洲市 晴 19℃～30℃
永州市 多云 20℃～29℃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2℃～30℃
郴州市 多云 21℃～29℃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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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李先志）9月7日， 走在蓝山县城，县
城扩容提质改造、管网铺设、城区道路“白
改黑”等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据了解，蓝山
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改造，既重地上又重地
下，扎扎实实改造，正在大变样，获得了居
民的点赞。

去年，蓝山确立了中心城区扩容提质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打造“湘粤生态工贸
创新城市”。“地上”以绿化、美化、亮化为

标准，“地下” 管网改造以30万人口规模，
50年不落后， 百年一遇防洪泄洪为标准，
对全县路网进行顶层设计，并科学布局城
市基础配套设施。今年上半年，在普降暴
雨的情况下， 提质道路没有出现管道受
阻、道路积水等现象，经受住了大雨的考
验。

同时， 蓝山在去年完成6条主街道和
17条背街小巷提质改造后，今年又实施了
12条主次街道和25条背街小巷及3条道路

“白改黑”提质改造工程。如今，从城南路，
到边贸南路，再到新建路、舜峰路、环城路
等，一路上挖掘机轰鸣、塔吊高耸，工程正
在火热推进。

南平路“白改黑”底基层现已完工，
只需搞面层了。为确保工程质量，减少
对市民的影响， 施工方都尽量选择中
午、深夜等人车少的时间段进行施工。

蓝山城区扩容提质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以来，总投资达9.8亿元的市政基础

设施提质改造计划有望两年完成。目睹县
城变化 ,70岁的居民陈多感慨地说，“如
今， 我们县的城市建设是一天一个样，县
委、县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刘志成）9月11日，在祁东
县西部偏僻山区步云桥镇拔茅冲村新村
部办公楼，挂上了一块新牌子。按照县、镇
并村改革实施方案，原塘头、油塘、新屋、
红滕、西湾5个村正式合并为拔茅冲村，新
村总人口3100余人。

步云桥镇是祁东县并村改革3个试点
乡镇之一，原有68个村、3个社区，现已合
并为23个村、3个社区。祁东县委书记雷高

飞说， 全县并村改革工作已全面铺开，原
有839个行政村在并村改革后将控制在
330个内， 新村村均人口在2500人以上。
全县并村改革工作将在10月底前完成。

祁东县村多规模小， 资源整合难，不
利于产业发展。 少数村级组织软弱涣散，
服务群众能力不强。近年来，县里开展并
村试点，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积累了
经验。在此基础上，全面铺开并村改革工
作。将全县行政村分为丘陵村、山区村两

类，丘陵村合并规模为人口2500人以上、
地域面积7平方公里左右， 山区村合并规
模为人口1500人以上、 地域面积12平方
公里左右。

据了解，祁东县结合并村工作，适度
减少村干部人数，改善村干部队伍结构，
提倡年满63周岁的同志在并村后不再担
任村主干。同时，坚持“三个不变”原则，
即农村政策不变，山林、土地、水利、资源
等权属不变，经济利益关系不变，维护村

民既有利益。通过并村改革，减少行政村
数量， 扩大行政村规模， 优化行政村布
局，真正建立起“村为主、乡负责、县统
筹”县域治理机制 ,达到“规模并大、班子
并优、实力并强、机制并活、面貌并新”的
目标。

祁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周志敏介绍， 县里已从县直机关抽调人
员，组成25个工作队，分赴各地指导并村
改革。

望城百万大奖
助青年圆创业梦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谢璐）今天，“2015望城区

青年创新创业项目评选路演”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来自
全省的20个青年创业团队在此激烈角逐，争取“十佳项目”
的宝座，并获得共计超过100万元的创业扶持基金。

本次青年创新创业项目评选活动于今年5月启动，面
向全省怀揣创业梦想的有志青年发出“英雄帖”， 吸引了
134个创业团队报名参加，涵盖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环保、
医疗、“互联网+”等领域。经过初审、尽职调查、培训、复审
等多个环节的严格筛选，入围的20强项目进入到今天的路
演环节，通过PPT演示、现场答辩等方式，接受园区专家、
行业专家和风投负责人的最终评审。

“入围企业多处于发展初期，在资金、场地、宣传力量
等方面比较短缺。” 作为评委的长沙黄金创业园总经理沈
科表示，评委特别看重企业的产品科技含量、产业化程度、
市场面、负责人的行业从业经历等。经角逐，湖南奥洛森科
技自动化有限公司的“食品药品级智能传感器”等十个项
目获评“十佳项目”， 这些项目如今年内在望城注册并落
地，每个将获得10万元扶持基金以及由长沙黄金创业园提
供的为期一年的200平方米以内免费创业场地， 项目孵化
毕业后还可优惠进驻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入围的
项目同时获得其他扶持奖励。

郴州市举行首届运动会
5000余名运动员参与20个项目角逐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今天，郴州市首届运动会在市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拉开序
幕，这是该市举办的第一届全市性综合体育盛会，也是对3
年来郴州创建体育之城工作的一次大检阅。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设中小学生组和成年组2个组别，
共有11个县市区5000余名运动员参加20个项目的比拼。其
中，中小学生组比赛在该市宜章县举行，比赛设有篮球、足
球、定向越野8个项目；成年组分机关事业、企业及县市区3
个小组，参与象棋、围期、桥牌等12个项目的角逐，机关事
业组、企业组各项比赛在市城区举行，县市区组各项比赛
则分别在有关县市区举行。 本届运动会将在10月24日闭
幕，以后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

近年来，为打造具有郴州特色的体育之城，该市在全
省率先将群众体育事业经费和健身设施建设经费列入财
政预算。 自2012年以来， 全市累计投入体育事业资金
51.86亿元，在市城区打造了东、西、南、北、中5大体育中
心，建设了郴江河健身长廊基地、环东江湖自行车赛基地
等5大体育基地，全市各个县市区分别建设了综合性体育
馆和全民健身广场。目前，全市有体育场地总数4980个，
总面积810万平方米。

公共体育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为开展丰富多彩的健身
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该市每年开展各类赛事
活动40次以上，参与人数达20万人次。

爱心铺平大学路
王玖华

9月6日清早，小宇一扫往日的忧愁与焦灼，怀揣大学录取
通知书与外公外婆挥手道别， 愉快地登上了去长沙理工大学
的快巴车。到达长沙理工大学后，顾不得报到和休息，他急忙
拿起手机， 向远在300公里外的花门镇政协工委主任周延辉
和彭欣等6位政协委员，一一发了感谢短信：“叔叔阿姨，你们
的爱心善举圆了我的大学梦，我将铭记在心，以优异的成绩报
答你们的恩情。”

现年17岁的小宇，是双峰县花门镇中坪村人，他出生后不
到3岁，狠心的母亲远走他乡。受到刺激的父亲便得了精神病，
后来投河自尽。 他成了孤儿， 住在花门镇红爱村的外公外婆
家。外公外婆年事已高，是村里的五保户，靠政府的接济度日。
2013年，他初中后升上了高中，就读于双峰县第二中学，因品
学兼优，年年评为三好学生而享受助学金和奖学金，今年高考
喜中金榜。但每期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一个大难题。

周延辉了解这一情况后，当即和远在云南、怀化及县内的政
协委员联系， 决心资助小宇上大学， 此举得到委员们的一致赞
成。于是，6个委员于9月1日来到小宇的外公外婆家，送上1.4万的
爱心款，赵琳阳、赵立新等委员当场承诺：小宇的4年大学学费全
包了，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感动得外公外婆热泪盈眶。小宇当
即抄下了6位恩人的电话号码和单位住址， 表示一定好好学习，
不辜负恩人们的期望。就这样，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永州发现千年“楠木王”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刘凯

刘得花)永州市祁阳县近日开展古树名木保护行动，工
作人员在内下乡瓦窑村水库岸边发现一株野生楠木。
经林业部门测量测算，该棵楠木树高25米，树围4米，胸
径128厘米，冠幅直径达35米，树龄1000年，是目前该
市发现的树龄最大的“楠木王”。

经林业部门确认，这株野生楠木树为闽楠，系中国
特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珍稀濒危树种。其
色浅橙黄略灰，不腐不蛀有幽香。野生楠木对温度和水
分等生长条件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长。内下乡瓦窑
村距离祁阳县城90多公里，位于内下水库末端。这里山
高林密，气候阴凉湿润，海拔高度670米。楠木树附近居
民多为瑶族同胞，民风纯朴，历来视楠木树为瑶家奇稀
珍宝，从不刻画砍伐。

9月15日，资兴市台湾农业科技园，村民忙着采摘山苦瓜。今年，该市从台湾引进苦瓜新品种———花莲山苦
瓜进行种植，产品制成山苦瓜茶包后销往台湾地区，市场售价可达50元每公斤。 何志强 摄

扩容提质，蓝山县城大变样
已完成6条主街道和17条背街小巷改造

并村改革，祁东农村面貌新
全县839个村合并后控制在330个内

新闻集装

通讯员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15日

第 2015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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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1040 1255280

组选三 543 346 187878
组选六 0 173 0

6 8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9月15日 第2015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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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0767439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45746
4 1361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48
86142

1463660
8123873

59
3975
55775
323091

3000
200
10
5

1512 19 22 24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