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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转多云 3℃～8℃
吉首市 小雨转阴 2℃～6℃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1℃～6℃
常德市 小雨转多云 1℃～5℃
益阳市 小雨转阴 3℃～7℃
怀化市 小雨转阴 2℃～7℃
娄底市 小雨转阴 2℃～7℃
邵阳市 小雨转阴 4℃～8℃
湘潭市 小雨转多云 3℃～9℃
株洲市 小雨转阴 5℃～10℃
永州市 小雨 6℃～9℃
衡阳市 小雨转阴 5℃～8℃
郴州市 小雨 6℃～9℃

今天，小雨转阴天，明天，多云转小雨
北风 2~3级 3℃～7℃

长沙市

长沙客运行业
紧急布置反恐防暴
现在起开展专项安全督查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甘抱
朴） 今天，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联合长沙市公安局召
开专题安全会议， 并从即日起开展全市专项安全督
查， 紧急布置客运行业反恐防暴工作。

会议通报了1月5日银川公交车纵火事故情况，
并就全市公交、 轨道、 道路客运和出租企业如何保
障安全生产和反恐防暴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 各道
路客运站要严格按照安检要求和工作流程， 严禁违
禁物品进站； 各公交停保场要切实加强保卫和巡查
工作， 特别是夜保工作； 各客运企业要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立即对企业所有客运车辆进行主
动排查， 重点是油、 电、 汽和制动系统、 安全锤、
安全带、 灭火器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各旅游客运企
业要切实落实发车前安全例检规定， 消除安全隐患；
要在春运前组织企业全体员工培训， 通过案例分析
等多种形式提高驾驶员现场处置紧急事件的能力；
通过望、 闻、 问、 查等方式， 严防涉及公共客运的
恐怖暴力事件发生。

即日起，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将组织专门人员，
对四大客运行业的车辆和站场开展专项安全督查，
重点检查灭火器、 安全锤等防火防爆设施配备和车
辆夜间安保、 驾驶员安全应急培训情况， 发现问题
立即督促整改， 整改不到位严格依法处理， 切实保
障省市“两会”、 春运和节庆期间客运行业的生产安
全和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松雅湖畔园林美
1月5日，俯瞰长沙县松雅湖南部园林景观。刚建成不久的该园林总面积54万平方米，投资1.1亿元，景观整体呈

现为“一湾八景”。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全国有影响力的
十大在建水利工程揭晓
涔天河、莽山水库工程上榜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黎实)1月
6日，记者从江华水利部门获悉，由《中国水利报》主办的
十大水利工程评选结果揭晓，我省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
莽山水库工程双双上榜“2015全国有影响力的十大在建
水利工程”。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是“十二五”期间湖南省水利建设
“一号工程”， 位于湘江干流潇水流域上游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东田镇。水库总库容15.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00兆
瓦，船舶通航等级为50吨级。2015年11月28日，涔天河水库
扩建工程大坝封顶。 莽山水库工程于2015年5月21日开工，
是国家水利部确定的2015年27个重大水利工程第一个开工
项目，也是纳入国家层面联系的第一批PPP试点水利项目。

邵阳县投4.5亿元建新一中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

飞）1月5日， 邵阳县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建。 项目规划用地
322.49亩，总投资4.5亿元。邵阳县一中新校区位于县城新
区塘渡口镇红石片区，总建筑面积为138307.78平方米，建
成后可容纳5400名学生。规划2017年秋季建成招生。

桂阳高中生今秋起免学费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何剑 颜

石敦） 今天， 记者从桂阳县教育局获悉， 从今年秋季开
始，该县将全面免除高中阶段学费，一学年免除高中生学
费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

1.5万株龙虾花装扮金鞭溪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邓德华

欧媛)今天，1.5万余株龙虾花被移植到金鞭溪、花溪峪培
植基地，为武陵源核心景区锦上添花。龙虾花花瓣组合形
如龙虾而得名，花色艳丽，有“植物活化石”之称。龙虾花
是张家界特有的植物，在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天平
山广为分布。

� �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
员 陈胜 ） 1月5日， 岳阳市召开巴陵人才工程推进
会。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 市长刘和生给2015年重
点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团队） 送上“红包”， “英
才” 们分享了1000余万元专项资助。 据了解， 在巴
陵人才工程的引进、 培养、 激励下， 岳阳目前人才
总量已达33万余人。

2015年初， 岳阳市委、 市政府创新实施了建市
以来最为系统、 最具特色的巴陵人才工程， 推进重
点人才支持、 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选拔、 骨干人才
培养、 四海揽才等重大人才项目。 推出最高500万元
创业启动资金、 100万元安家补助、 100万元科研启
动资金、 180万元贷款贴息等重大优惠政策； 设立了
200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引进， 组织310多家企事业单位赴全国各地揽才，
2015年有1100多名人才落户岳阳。

为更好培养、 激励、 使用人才， 该市开办“巴
陵名师讲堂” 等各类专题培训班， 培训骨干人才
3000余人次； 明确并支持了13个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和89名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评选出90名首批市
政府特津专家， 每人发放1万元津贴， 激励其创业引
领。 目前， 该市有61名人才主动下基层， 助推55家
重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新闻集装

万千才俊聚巴陵
岳阳人才总量达33万余人

头脑“充电” 能力看涨

市民更方便 司机更安全
长沙出租车软件升级
� �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起，长沙蓝
的、新里程、津红等多家出租车公司近百台出租车，安
装了由长沙市公共客运交通GPS指挥中心负责开发、安
装的电子终端屏幕。 由于该系统具有电话预约和手机
APP预约出租车的功能，今后市民通过网络、电话预约
出租车会更加方便。

记者注意到，新的电子终端屏幕约10厘米高、15厘米
长，屏幕最上面显示的是该台的士司机及车牌号码信息，

正中间是几个APP程序包括星城召车、快的、滴滴等打车
软件，屏幕最下面是几个120、110、122等报警电话标识。

出租车驾驶员解杰告诉记者，以前用滴滴、快的等
打车软件接单时，要准备多个手机，还要将手机架在驾
驶位附近，举着接听的时候存在安全隐患；而现在，只
需要在大屏幕上点一下就能接单，简单又安全。

新的电子终端屏幕为免费安装， 目前已有1800余
台出租车安装，本月底有望增加到2100余台。

� � � �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也是令人感动的考试。老师
在病房，学生在学校。

1月5日上午，担任湘潭大学大学英语（提高班）课
程的教师林莉，又对一批学生进行了口语考试。

这是她第3次通过视频测试学生口语。 第一次是
2015年12月28日，林莉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接受手术，
但她不愿耽误学生考试。仅休息1天，在12月30日又组
织一批学生考试。

“我也想过用通话或录音的方法，但都有弊端，学
生不能收到我的及时反馈， 也就不能在口语考试中有
所提高。”林莉说，她在医院，视频考试是最好方法。

视频考试，每个考生需要六七分钟，是平常考试的

两倍， 网络故障还会造成考试延误。 第一次视频考试
中，经过4个小时，林莉才完成45名学生的口语考试。

老师的身体能吃得消吗？2015年12月30日下午，林
莉感到身体不适，休息了1个小时。“试着来，吃不消就
短暂休息会，学生也能理解，还经常问我要不要休息一
下。在身体承受范围内，我会尽力为学生考试。毕竟到
了期末，学生课业很繁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大
家啊。”林莉在接受采访时说。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晚，林莉完成了182人的口语
考试，约占总人数的65%。令人揪心的是，1月3日，林莉
在为学生考试时又感到不适，医生嘱咐必须卧床休息5
天。不过，1月5日，林莉又开始为学生进行视频考试。

“老师简直是‘拼了’。老师这样尽职尽责，我就一
心想着好好备考，我不想让这样敬业的老师失望。她是
‘女神老师’，我们都是她的‘铁杆粉丝’。”刚刚考完的
张薇同学这样告诉记者。

老师这么“拼”，我就一心备考———

病房里，视频考学生口语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婷 张灿强

�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通讯员 裴艳奎 记者 李寒露）
“去年养蝎赚了60万元， 种植药材收入30万元。”1月6日，
记者在临澧县安福镇采访时， 总庙村村民胡剑锋说起自
己的致富经， 满是感激。“从我外出跟班学习、 成立养蝎
场、请技术员，再到我与县中医院和医药公司签定供货合
同的全过程， 都有县里精准扶贫工作组干部的辛劳和汗
水啊！”

去年以来， 该县92个精准扶贫工作组后盾单位均安
排一名“进村入户”干部参与了柑橘、水稻、药材种植与管
理的培训。针对农民需求，县委组织部牵头，综合成立了
专业技能讲师团， 讲师团轮流到各乡镇对全体“进村入

户”干部授课培训，培养新型农民。培训结束后，严格进行
考核，合格后发给资格证。

各精准扶贫工作组的干部，在“进村入户”过程中，
通过致富大户的带动与影响， 逐步在全县农村打开了
“学一技、联一户、帮一批、带一片、富一方”的局面。仅
去年， 该县就建立以乡镇干部为主的科技服务小分队
24支，推广农业新技术30余项，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500多个；全县精准扶贫工作组后盾单位共扶持点村发
展特色产业35个，新培植种养大户486个，新增烟叶、柑
橘、油茶等种植面积80000多亩，扩大牲畜、家禽养殖规
模分别达10万头、50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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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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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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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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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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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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月 6日

第 2016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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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1040 480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26 173 17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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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5年，张家界接待游客505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3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6%、30%，在全国同类景区
和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名列第一。

更为可喜的是，2015年张家界旅游主要指标增速创
近10年新高，稳居全国非省会旅游城市前列，成为我省
旅游经济最大亮点，在业界树起了一面旗帜。

攻坚提质，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深冬暖阳里，武陵源区中湖乡“五号山谷”客栈老板
陈玉林还在忙着招呼游客。 而在两年前的这个时节，游
客少之又少，他早已关门谢客了。

查阅张家界近10年旅游接待人次统计，除了“冰灾”
的2008年“负增长”，还有2013年。数据显示，2013年1至
5月，张家界旅游接待游客只有939万人次，比上年同期
下降7.79%。

究其原因，客观上受当年政策环境影响，主观上则
结构单一、产品短缺，市场竞争力弱。

2013年5月，张家界提出“六攻坚”，其中聚集人气的
旅游升温攻坚居其首。7月，提出“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
版”战略和“1656”行动计划，精心描绘加快建设国内外
知名旅游胜地的蓝图。

攻坚提质见行动。全球中小学生实行免费，打出旅

游促销、航线拓展、提升服务等一系列组合拳，旅游客源
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实行大交通和景区设施升级，旅游
条件彻底改善。

2014年，张家界旅游走出低谷，接待人次增速达到
12.8%；2015年，从春节旅游阳春“翩翩来”到火爆场面一
再显现，“张家界增速”震惊全国同行。

剑指“短板”，构建“全域旅游”

巍巍天门山下，不到两年，老道湾景区成为业界新
明珠。老板温作钱介绍，2015年，接待常德、益阳等周边
地区前来休闲度假客人150万人次。这是张家界以转型
剑指旅游“短板”的成功案例之一。

张家界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旅游消费不足、
旅游业带动作用发挥不够，虽有人气但财气不旺。

2013年7月，张家界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区域上形成东线、西线、天门山对接中心城区的“三星
拱月” 态势， 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复合型转
变，留住游客，拉动消费，从而补旅游“短板”。

“全域旅游”让张家界生态和民俗资源有了用武之
地。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健康产业、
现代物流等产业，加速融合发展。

户外休闲旅游也是张家界旅游转型重头戏之一。开
辟12条户外线路，2015年接待户外休闲游客600万人次。

张家界财气越来越旺。 旅游收入：2013年212亿元，
2014年248亿元，2015年飙升到339亿元；接待过夜人数：
2013年1425万人次，2014年1644万人次，2015年上升到

2225万人次。

创意营销，聚焦全球目光

这个冬季，创世界多项纪录的“玻璃桥”合龙和征名，
网站疯转，手机刷屏，让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游客量节节攀
升，只为一睹真容。这就是创意营销带来的魅力。

其实，张家界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
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早已名满天下。

然而， 张家界人却没有“啃老本”。 从1999年飞机
“穿越天门洞” 开始， 张家界就在不断吸引着全球目光，
刺激着旅游市场的神经。 尤其这两年， 创意营销精彩纷
呈， 翼装飞行、 高空走钢丝、 激情速降等多个挑战赛不
断走向国际化、 品牌化； 电影取景、 乡村音乐、 摄影大
赛， 让绝色风景更加妖娆， 天下谁人不识张家界？

张家界知名度美誉度大增， 游客纷至沓来。 2015
年， 张家界航点到达城市从过去的22个增至35个， 荷
花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140万人次， 同比增长20%以
上。 铁路可直达国内100多个城市。

张家界旅游增速创近10年新高的背后，是张家界提
质升级、大步迈向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的铿锵足音。

绝美风光“卖”到全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宁奎

———张家界旅游增速
创近10年新高的背后

湖南好人

临澧培养新型农民带富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