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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龚柏威 通讯员 罗中华 刘鹏）6月6日，
桃江县石牛江镇增塘村村民邓婷在村民
服务中心领到了新办的生育证。她说，以
前办生育证要走近10公里到镇上去办，
现在只要到村民服务中心， 由专职便民
服务员将必需的信息核实填好， 网上传
送到镇计生办， 然后便民服务员就会将
办好的证拿回来。

据了解，如今在桃江县，村民办事大

多不需出村， 在村民服务中心就可以搞
定。该县自去年开始，投入资金1.9亿元，
在全县215个村陆续建成村民服务中心，
并安排村支两委成员和选聘的专职便民
服务员为村民服务。同时，依托由益阳市
政府和58集团合作开发的“益村”互联网
服务平台， 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事
务进行整合，把村民服务中心“搬”到手
机上，让服务真正做到“触手可及”。

线上线下互补互动的村级综合服务

平台，为村民提供党务、村务、政务、商务
等全方位服务。目前，由村民服务中心通
过即办、代办、协办与告知等方式实现一
站式限时办结的事项有152项，包括惠农
资金发放、证照办理、社会救助、缴纳电
话费等， 其中有28项政务服务可在网上
办理。同时，“益村”平台可以帮助老百姓
找工作、卖山货、做广告和创业孵化。石
牛江镇牛剑桥村回乡创业大学毕业生龚
旭办了一家甜酒加工厂， 以前用车载着

在周边村叫卖，“益村” 平台引入农村淘
宝、邮乐购等电商，龚旭的甜酒入驻电商
平台后，卖到了省城长沙等地。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村级综合服务平
台还夯实了基层党建， 丰富了村民业余
生活。目前，桃江县共在平台上建立“网
上支部”215个，2万多名农村党员“在线
学习”、参加组织生活等成为常态。各个
村民服务中心还建立了文化娱乐活动
室，让村民们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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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隆清泉 ）5月30日是端午
节， 新邵县禁毒协会寸石分会南岳村禁
毒会员小组成员周凤梅拿起电话， 打给
该村禁毒帮扶对象杨某。 电话中她反复
叮嘱：“千万不要跟吸毒人员接触， 好好
工作，搞好家庭……”通过禁毒会员小组
努力，南岳村近4年没有新增涉毒人员。

近年来，新邵县强力推进禁毒工作。
县禁毒委统一组织协调， 在构筑禁毒防
线上狠下功夫。同时，充分发挥禁毒协会
作用，发展团体会员单位40个、禁毒基层

分会17个。去年初，该县在各村（社区）和
教育单位成立禁毒会员小组， 将禁毒防
线延伸到基层。去年底，全县676个村（社
区）全部成立了禁毒会员小组，教育单位
成立了26个禁毒会员小组， 覆盖主要教
育单位，筑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坚固
禁毒防线。

禁毒会员小组成员以老干部、 老教
师、老党员等“五老”人员为主，他们担负
起禁毒宣传员、 禁毒情报员、 心理疏导
员、 戒毒康复监督员的职责， 利用节假
日、赶集日深入人群聚集地，通过广播、

演出、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广泛
宣传涉毒危害。并开展人文关怀活动，对
吸毒人员进行感化、追踪、跟进帮扶，助
他们摆脱毒瘾、走向新生。还广泛收集相
关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

新邵县通过建立禁毒会员小组，使
禁毒工作深入基层，走进千家万户，其
经验在邵阳市得到推广。目前，全县禁
毒会员小组已发展成员8300余名。同
时，采取“面对面、一对一”方式，对吸
毒人员进行劝戒和帮扶。 今年3月，酿
溪镇大塘社区吸毒人员孙某在邵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完成戒毒，驻社区民警、
社区禁毒会员小组成员张志斌带领村禁
毒专干来到邵阳，将孙某接回家，为他解
决了基本生活费， 还介绍他进附近工厂
打工。孙某深受感动，发誓勤奋工作，绝
不再沾毒品。

线上线下互补互动

桃江村民服务中心便民利民

新邵构筑禁毒防线覆盖基层
村、社区和主要教育单位成立了禁毒会员小组

传承侗锦技艺
6月6日，侗锦织艺国家级传承人粟田梅（图中）在向学员传授侗锦技艺。当天，由文化部、教育部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首期侗锦织造技艺培训班在怀化学院开班，来自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等地的40名
侗族学员，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培训。学员中年纪最大的61岁，最小的16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嘉禾及时转移受灾群众
湖南日报6月6日讯（邓和明 颜石敦）“6月5日晚上突降

暴雨，房子一下子进水了。好在当地干部来得及时，帮助我
们转移。”今天下午，嘉禾县珠泉镇珠泉社区居民李刚龙向
记者说起昨晚的暴雨，仍心有余悸。

6月5日晚上8时至6月6日早上8时，嘉禾县普降暴雨。监
测站监测最大降雨量155.8毫米， 最小降雨量113.5毫米。暴
雨造成全县3000余亩农作物受灾。为应对此轮强降雨，该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全体人员集中待命，紧急部署，启动防汛Ⅲ
级应急响应。县级领导火速奔赴各自联系乡镇，督促指导防
汛救灾工作，及时转移受灾群众1169人，无人员伤亡。

永兴积极应对强降雨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巧农 邝

飞跃）6月6日，记者从永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该县出
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通过扎实做好防汛应对工
作，有效减轻了灾害损失。

6月5日16时至6日8时，永兴县平均降雨74毫米，其中4
个监测站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27.1毫米。6月6日上
午，也出现了一轮持续降雨过程。为应对此轮强降雨，6月5
日16时，永兴县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各部门、乡镇加强值
班值守，加强监测，及时预警。

6日凌晨1时50分，接马田镇政府报告，该镇罗尾村张家塘
组有座危房即将倒塌， 县防指立即安排相关人员赶赴现场处
置，及时转移危房内群众，隐患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气象预报
和汛情发展趋势，6月6日8时，永兴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
求各乡镇、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做好各项应对工
作。目前，该县无人员伤亡报告、无重大工程出险。

衡阳县：
启动204个学校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邱鹏）今日，记者从衡阳县召
开的2017年全县学校建设工作动员会
上获悉，该县将投资2.1亿元，启动204
个学校项目建设。据介绍，衡阳县此次
学校建设项目共分8大块，包括安全处
险项目113个、标准化学校（教学点）建
设项目22个、重点工程项目17个、全面

“改薄”项目24个。此外，还有学前教
育、教育扶贫、足球项目校以及在建续
建项目等。衡阳县采取向上争取、财政
投入、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并鼓励爱心人士、企业等捐资。近两年
来，该县已完成学校“改薄”127所，建
设合格学校279所。

株洲县：
460万尾鱼苗入湘江

湖南日报6月6日讯（通讯员 熊军
沈赛星 记者 周怀立） 今天是全国第
三个“放鱼日”，株洲县在龙船镇梅山
码头开展了鱼苗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共向湘江投放青鱼、草鱼、鲢鱼、鳙鱼
等鱼苗460万尾。据悉，株洲县这次放
流的鱼苗全部经过苗种检疫。近期，该
县将组织渔政执法人员和渔民进行巡
查，严厉打击违法捕鱼行为，确保放流
鱼苗顺利存活。

永州：
2000万尾鱼苗投湘江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周吉锋）今日上午，永
州市在冷水滩区滨江广场、 三多亭码
头以及双牌、零陵、祁阳、东安、道县等
地，同步开展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共向湘江投放鱼苗2000余万尾。 放流
后，当地渔政执法人员将连续7天值班
蹲守，确保放流鱼苗分散游入湘江。

通讯员 林思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6月6日，嘉禾县普降暴雨，城区多
处出现严重内涝。“求求你们， 快来救
救我妈妈，她被困在房间中，四周都被
水给围住了 , 我们进不去。” 早晨8时
许，嘉禾县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该县老城区珠小路一居民小区内有老
人被困。

时间就是生命。接警后，消防官兵迅
速赶赴老人被困小区。 由于该居民小区
地势较低形成雨水回流，洪水流速急，一
条通往居民家中的小道已经被淹没，小
道上暗沟密布，给救援带来了难度。

“雨是从昨晚4点多就开始下， 没想
到下得那么大，家都被淹了！”该民房户
主介绍， 连夜的降雨致使他家旁边的河
水水位上涨， 本来地势就低的房子很快
被水淹没。 家里的水都没到了大腿，桌
椅、瓢盆都漂起来了，家中还有一位106
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无法安全转移，只好
报警求助。

在询问了老人的具体位置后， 大队
指挥员迅速部署两个攻坚组携带救援绳
索、救生服等装备，徒步涉水赶
往被淹住户的家中进行搜索。
来到老人家中时， 房屋地面已
出现严重积水。起初，老人并不

愿意出来，在消防官兵的极力劝说下，老
人同意先转移到安全地带， 待水位降下
来再返回家中。一名消防战士冒着暴雨，
背起老人， 蹚着湍急的洪水小心翼翼地
向外转移。

由于降雨持续不停， 路面上水位还
在上涨， 消防官兵在将老人护送到安全
地带后， 又立即返回居民小区对其他被
困人员进行疏散，经过紧张救援，共疏散
群众10余人。

消防战士暴雨中勇救百岁老人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易海
林)“河水漫过河堤，请各位校车司机不再接学生上学！”6月
6日6时45分，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中心小学发出通知，按
照县里防汛预案，妥善安排师生出行等。

6月5日晚上至6日晨，江华普降暴雨，涔天河水库水
位上涨，多条河流漫堤，白芒营中心小学、车下完全小学、
白牛山完全小学等10余所学校被洪水淹没， 多所学校停
水、停电。

为做好库区防汛工作， 江华启动防汛应急Ⅳ级响
应。根据防汛应急预案，各学校派出教师，到洪水淹没路
段、易滑坡山体等处查看。同时，通过QQ群、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与各村组干部取得联
系，做好学生防汛安全教育，通知校车不得冒险涉水接
送学生。县直相关单位和乡村干部分赴重点河段、重点
地域、涔天河水库道路施工段、学生上下学重点路段及
渡口等处防守值日，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防守
安保、城镇防涝等工作，确保人员和工程安全。

沿河一带10余所学校被洪水淹没
江华紧急防洪保师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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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6日

第 2017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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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1040 315120

组选三 380 346 131480
组选六 0 173 0

1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6日 第2017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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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003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8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07122
14 8770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85
88342

1457827
11098363

93
3019
54414
387463

3000
200
10
5

0705 10 12 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