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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吴志敏
记者 乔伊蕾 ） “喝酒耽误时间还误事，
不喝又拉不下面子， 有了‘禁酒令’， 大
家都轻松啦！” 节后一上班， 株洲市纪委
一名罗姓干部开心地告诉记者。

国庆节前，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连发
禁令严律己， 并开展了纪律督查找问题。
9月30日，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发布禁令，
明确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工作日中餐

一律不准饮酒、 参与公务接待一律不准
饮酒、 纪检监察组织的公务接待一律不
得用酒， 同时在全系统进一步严明和重
申执行纪律规定、 公开办公、 首问责任
制、 值班联系、 外出审批、 通信联络、
重大事项报告、 责任追究等8项纪律。

9月25日， 市纪委派出2个督查组，
对本委机关和部分县区纪委、 市直单位
纪检部门的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纪律执行

情况进行了暗访、 督查。 督查表明， 被
查单位纪检监察干部基本具备纪律约束
意识， 工作纪律执行情况较好， 无衣着
举止不雅、 串岗闲谈、 电脑观看无关内
容等违规行为。

不过， 暗访督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存
在的问题， 比如请假报告制度执行不够，
个别干部外出公务未及时告知单位； 办
公室门牌提示不准确， 个别干部外出或

归岗， 未及时调整门牌提示； 个别干部
办公物品归置较零乱， 文件材料随意放
置。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继
续严明纪律要求， 向县市区纪委、 市直
各单位纪检组织、 市纪委机关各部室开
展经常性的工作提醒， 同时保持督查暗
访常态化， 深入持续开展暗访、 督查，
改进作风、 提升形象。

学生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南林科大国际学院
10周岁了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黄礼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开办10年来， 已经培养
2821名毕业生， 其中有近千名学生出国深造， 遍布世
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月7日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国际学院办学10周年
庆典在该校音乐厅举行。

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处相关负责人、 美
国蒙哥马利奥本大学校方代表以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校领导等出席庆典。

国际学院作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首
块试验田， 借鉴英国与美国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的先进
经验， 建立了“教学督导+学生评价+课程内审+课程外
审” 四位一体的教学保障体系，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
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都用英语授课。 学院开办10年来，
已经培养2821名毕业生， 其中有近千名学生出国深造。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
者 陈薇 通讯员 曾伟）10月8
日，市民陈先生像往常一样从
万家丽广场站迈上地铁，突然
发现平时熟悉的列车内部已
经改变了模样———里面张贴
的海报全都是关于一件艺术
作品的介绍，这件作品是一座
晶莹剔透、 金碧辉煌的桥梁，
在蓝天下熠熠生辉。“是‘丝路
金桥’！ ”陈先生惊喜地告诉记
者，前不久他才从媒体上了解
到湘籍著名艺术家舒勇的大
型景观装置艺术作品《丝路金
桥》 在米兰世博会参展的消
息，他马上掏出手机拍下照片
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据了解， 《丝路金桥》
是以国家战略“一带一路”
为创作语境倾力打造的大型
互动景观装置作品， 由湘籍
著名艺术家舒勇创作， 它以
其28米长、 6米高的巨大体
量， 堪称2015年米兰世博会
规模最大的一件装置艺术作
品。 9月底， 这件作品作为本
届世博会的压轴之作盛大亮
相米兰市中心的“世博之门”
引发关注， 而今天这件作品
也正式亮相米兰世博会中国
国家馆， 成为本届米兰世博
会上唯一在世博园国家馆与
米兰市中心“世博之门” 两
地都有展出的艺术作品。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
文耀） 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率先
在全国建成了第一个机械化报废汽
车拆解示范基地、 第一个生活垃圾
社区化处置生态工厂 ,实现年销售
收入2亿多元、 上缴利税800多万
元……谁能想到7年前， 该公司曾
因研发资金、 甚至员工工资都难以
为继， 差点倒闭。 长沙银行星城支
行以该公司“废旧印刷电路板的粉
碎分离回收工艺及其所用设备” 专
利进行质押， 向企业放贷150万元
帮其渡过难关。

自从2010年被列为全国首个知
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城市以来，
长沙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投融资工作，

先后推动长沙银行、 交通银行等出
台了 《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注册商标专利权质押授信业务管理
办法》， 推出了“智融通”“智权易”
“科贷通” 等知识产权特色金融产
品， 推动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打
造出“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长沙
模式” ———以风投与社会资本直
接投资为主、 知识产权质押担保
与反担保融资并存的知识产权投
融资工作模式， 成功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验收。

迄今为止， 该市推动知识产权
投融资服务项目403项， 实现金额
31.3亿元。 一批知识产权中小企业
融资难的瓶颈得到有效缓解。

江华村民爱心救助学子
盼好心人伸出援手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艾志飞
黄志东） “侄子黄定杰突然得了白血病是飞来横祸， 谢
谢乡亲们的救助。” 今天，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茅坪
村村民黄守庭， 说起村民为他侄子捐款的事， 十分感
激。

9岁的黄定杰去年9月13日傍晚放学回家后， 鼻子
突然流血不止。 家人急忙带他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急救，
后来又转院到长沙湘雅附二医院， 查出是再生障碍性贫
血 （白血病的一种）， 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治疗， 花去
18万余元。 今年7月1日， 黄定杰与父亲配血成功， 在
北京海军总医院做了骨髓移植， 又花去了49万元医药
费， “家里已经欠债48万元， 医生说后续治疗还要15
万元， 到哪去找这么多钱呢？” 黄定杰家人一筹莫展。

村支两委了解到黄定杰家的困境后， 发出了向黄定
杰家捐款的倡议。 村民纷纷走向捐款箱， 献出自己的一
份爱心， 一共捐了27000余元。 “我们村有2400多人，
村里田地少， 主要种点玉米、 花生， 再外出务工挣点
钱， 都不富裕。” 村支书周邵乾说， 村民虽然有心， 但
是这离总数15万元差距很大， “希望有更多的好心人
能帮帮我们瑶山的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姝琳

10月6日晚， 一场“木偶嘉年华” 演出
在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非遗
展演剧场上演。 有近300个座位的剧场座无
虚席。

当晚， 演员们表演了 《青蛙王子》 等木
偶节目， 让现场的小朋友和家长看得津津有
味。 演员还邀请小朋友上台操控木偶， 现场
气氛热烈。

早在这场演出开始前几天，在湖南省木偶
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开
始了宣传推广。记者看到，通过微信公众号，点
击相关文章内容，就可以预订演出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如今的低票
价公益性演出， 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微信公众

号售票。”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拿“木偶嘉年华” 这场演
出来说， 其中100多张票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卖出去的。

2013年， 微信方兴未艾。 省木偶皮影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的“90后” 张滴洋， 向张帆
建议注册公众微信号、 开发APP， 以此进行
宣传推广。 张帆刚开始不以为然。 张滴洋

“喋喋不休” 陈述了2个小时的理由， 张帆被
说服了。

为了让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上
下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方式， 中心举行了
一次论证会。 张滴洋专门做了一个PPT， 向
中心中层以上干部演示和陈述 ,最后全票通
过。 微信公众号很快就建了起来， APP也开
发出来， 他们也成为湖南省内第一家使用微
信和APP的国有文艺院团。

女书村里学女书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卢朝晖 任泽旺

“厅屋中间， 厅屋中间哩哎， 有条藤， 是有条
藤……” 10月5日， 从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女书文化村
女书生态博物馆传来齐声高唱女歌的声音， 悠扬地飘
向远方。 来自广东的亲子体验团50位成员端正地坐在

“女书课堂” 里， 跟着女书传人胡美月一字一句学唱由
当地方言演唱的女歌。 课后， 大家还纷纷要求胡美月

“开小灶” ———请她教授自己用女字书写名字。
在广州上学的8岁女孩杜晓莹兴奋地对记者说：

“看， 我会用女字写自己的名字了， 我要告诉班上的同
学们都来女书生态博物馆学习女书。” 她还记下了整整
两页女书课堂笔记。 女书生态博物馆工作人员张文华
告诉记者： “今天， 已经接待游客12批次， 500多人
次。”

女书， 主要在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妇女中传承，
人类唯一仅存的性别文字， 包括女字、 女歌、 女红及
其传承的民俗活动。 为让广大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到女
书文化丰富的内涵。 女书生态博物馆设置了“坐歌
堂”、 “结拜姊妹”、 “女子斗牛” 等女书民俗活动和

“女书课堂”、 “女书书法展厅” 等游客参与项目， 邀
请游客学习女书、 学唱女歌、 书写女书作品， 感受女
书文化的博大精深。

记者在“女书书法展厅” 看到， 10多名游客在女
书传人胡欣的指导下， 一笔一画认真地学习女书书法。
不少游客对自己开始书写的作品不满意， 还反复书写。
从广西梧州来的游客李红妆书写了10多次后， 终于有
了自己满意的一幅作品， 她决定把自己的女书书法

“首秀” 送给远在美国的父母。
该县政协主席刘忠华表示： “今后， 我们还将不

断丰富女书文化旅游的内容， 让女字、 女歌、 女红及
其民俗活动， 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三湘风纪
省纪委、湖南日报联合主办
邮箱：qiaoyilei2013@qq.com

株洲：公务接待高悬“禁酒令”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米承实
赵斌 记者 乔伊蕾） “卖镇尺、 烟斗等
工艺品收入4.1万元， 奇石收入2.2万元，
还有近10万元货被预订， 今年纯收入15
万元不成问题！” 今天， 收到怀化市区客
商一笔4800元的镇尺货款后， 辰溪县一
名工艺品销售老板杨文武高兴地告诉记
者， 如今不吃“礼品饭”， 日子过得更舒
心。

杨文武今年52岁， 2002年下岗， 为
了维持生计， 他在辰溪县城的胜利公园
门口开了一家南杂店， 但生意一直不好。

直到2007年， 他看到辰溪火炕鱼、 腊肉、
干牛肉、 茶油等土特产走俏， 开始改做
辰溪土特产买卖， 因为商品品种特别全、
质量特别好， 那些去市里、 省里办事，
跑项目、 跑资金的单位、 客商， 都会光
顾他的小店， 店铺生意越来越好， 老杨
渐渐名声日隆， 大家都管他叫“礼品
哥”。

“那时社会风气不好，到外面争项目、
争资金，都要拿土特产、土礼品‘开路’。 特
别是到了端午、中秋、春节等节假日生意
更是火爆， 一般的单位都会来我这里买，

买完都开的公家发票。 过去一般年份纯收
入有十五六万，好的年份有二十多万。 ”当
上“礼品哥”，杨文武其实挺无奈，他是一
名老党员，虽然自己赚了钱，但对于这些
不正之风他心里并不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辰溪县不折不扣执
行中央、省和怀化市有关规定，狠刹“四
风”，厉行节约，“三公”经费大幅下降，公
款送礼之风明显收敛。

2013年4月，“礼品哥” 杨文武感到风
气开始转变，生意明显转凉。 他果断转行，
关闭了土特产店。 此前他囤积了一批阴沉

木和楠木， 又经常到溪流河川寻觅奇石。
经过多方考察，他聘请了3名工人，做起了
加工佛珠、手链、仿古桌椅等工艺品，产品
供不应求， 当年纯收入就达到了11万元，
奇石卖了3万元。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对精
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搞收藏的很
多，而且都是个人掏腰包，不违规，这种生
意才能做得长久呀。 ”杨文武笑着说，如今
大家该改称他为“艺术哥”了。 据统计，辰
溪县2013年“三公”经费比上年下降10%，
去年比2013年下降27%。

辰溪：“礼品哥”变身“艺术哥”

湖南木偶戏，微信来推广

长沙地铁开出
《丝路金桥》专列

专利质押 企业重生
知识产权投融资“长沙模式” 受欢迎

10月8日，长沙地铁车厢内贴满了“丝路金桥”艺术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10月 8日

第 2015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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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1040 260000

组选三 356 346 123176
组选六 0 173 0

7 5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10月8日 第2015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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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7080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5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6660657
3 43911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92
46496
829068
7284881

27
1856
32557
311616

3000
200
10
5

1204 11 21 23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