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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袁三仁）“今年我们通过
技术工人培养平台和专项技工招聘会
等，广揽人才，缓解了企业用工难。”6月8
日，资兴市经信和商务局局长曹勇介绍，
该市粤兴汽配、和顺科技、慧华电子等企
业，都顺利招到了紧缺技工。他说，市里
提出“帮扶企业就是帮扶经济”，要求相
关部门“量身定做、上门服务”，助推企业
发展。

今年初，资兴市把帮扶企业当作助
推产业发展、实现实体经济稳增长的重

要举措来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
帮扶机构、方案、人员、责任等，“一对
一”服务企业。鑫阁铝业等企业出现资
金短缺、资金周转难，市里筹集5000万
元，设立中小企业转贷应急资金，帮中
小企业解决资金方面困难。 今年1至4
月， 已累计给相关企业投放周转资金7
批次共2000多万元。同时，该市与深圳
一家基金公司联合发起成立东江湾产
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针对性地为有市场
前景，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暂时性停
产的企业注资，成功盘活了金万嘉等一

批企业。
资兴市还采取市领导带队走访企

业、问卷调查等形式，摸清企业当前生产
经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对这些问题
进行逐条分解， 落实责任领导、 责任部
门，确定解决时限，并对帮扶工作进行督
察，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并采取建档销号方式， 帮助解决了
东江水电厂、 丰越环保等企业反映
的用水、用工、杆线搬迁等共性问题
23个。对湘煤资兴实业、金磊南方等
企业反映的人才招聘、 厂区公路维

修、公交配套等34个问题，也在紧锣密鼓
协调解决。

有了政府帮扶， 资兴市工业企业实
现了较好发展， 实体经济得到进一步提
振。今年1至4月，该市完成规模工业总产
值160亿元，同比增长6.8%。

欧阳倩 贺志平

5年前，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撤乡成
立马坡岭街道。当时，这里环境脏乱差、
产业不振，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如今，
马坡岭街巷宽阔、绿树成荫，项目建设方
兴未艾，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洼地”。

变化从何而来？6月初， 笔者走访了
该街道。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路面泥泞，建筑杂乱无章，刑事案件

居高不下， 这些问题曾让马坡岭街道的
管理者头疼不已。

“城乡接合部， 要管好就必须先建
好。”街道负责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近年来，马坡岭街道拆除了近100万
平方米的违章建筑， 大力实施城中村改
造，打通各类城市道路10条，新建公园3
个、中小学校2所。对老旧社区提质提档，
对沿街商铺实行“门前三包”整治，见缝
插针做好绿化。渐渐地，马坡岭街道变靓
了。对街边进行文化元素“点缀”，德育
墙、廉洁巷、法治街等特色文化街巷，成
为传播文明的窗口。

外地人变“自家人”，共同来当家
“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拆了后，靠

租金维持生计的老百姓怎么办？”6月6
日，10余名居民围坐在马坡岭街道西龙
村会议室，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拆除违章
建筑问题。他们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当地

人，也有外来务工人员。
马坡岭街道常住人口约1.5万人，但

流动人口有5万余人。如果基层治理不考
虑外来务工人员需求， 难免会引发一系
列社会治理问题。为此，街道成立居民自
治委员会，由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居民等
组成，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这次讨论确定， 西龙村拆除违章建
筑的地方由街道向区政府申请， 将拆违
空地“租”用来建绿地与休闲区。

“让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社区共建共
治， 这是对现有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完
善。”马坡岭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高峰说。

“物理变化”，带来“化学效应”
芙蓉区中心城区发展空间不足，但

东片郊区发展滞后。马坡岭街道的蜕变，
对促进老城区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它不
仅带来了环境、 空间上的“物理变化”，

“化学反应”也在发生。
“一带两路三商圈”的发展版图正

在形成。 即以浏阳河文旅产业带为依
托，以远大路、营盘路为支撑，建设汽
车东站商业圈、红旗路商业圈、营盘路
商业圈。

房地产项目拔节生长。恒大江湾、万
国城、汇一城、东业上城等房地产项目总
面积超过1205.5亩，总投资逾100亿元。

志愿服务全年“不打烊”。500多名志
愿者活跃在社区，开展帮扶等活动。

去年， 马坡岭街道实现税收2.5亿
元，与5年前比，增长近300%。

撤下石狮子 请来监督员

湘阴县法院
没有“门神”了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小章）今
天，湘阴县人民法院搬迁新址，没有彩旗、拱门，只有庄严的
升国旗、向宪法宣誓仪式。更让当地群众眼睛一亮的是，新
楼大门简洁干净，没有像其他机关大门外那样，蹲着两尊张
牙舞爪的石狮子“门神”，取而代之的是大门外一纸“招聘法
院监督员”公告。

湘阴县盛产花岗岩，哪家单位盖新楼，建筑承包商
都会送两尊花岗岩凿成的石狮子摆在大门外，这似乎成
了机关新楼的“标配”。有人解释为，狮子是百兽之王，把
石狮放在大楼前，具有威镇四方之意。但也有人不这么
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部门，大楼门口摆石狮
子的心理暗示很明显。县人民法院法官们认为，政府机
关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地方，摆两个大石狮子来体现尊荣
与权势，这个习惯应该改。

今年，湘阴县人民法院还开展“院长庭长开庭季”活
动，各审判执行单位定期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
会监督员，参加庭审现场的听庭评庭活动，代表、委员和
监督员当场对院（庭）长的表现“打分 ”。目前，该院院
（庭）长开庭480期，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了审判
质效。

凤凰实施“先诊疗后付费”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龙向阳 唐

金生 龙献章）“先治病后交钱， 老百姓进医院看病方便多
了！”6月8日，在凤凰县人民医院病房里，阿拉营镇天龙峡村
村民麻云平说。 从本月起， 凤凰县域内所有医疗机构实施

“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的患者以及医疗机构认可的其他患者， 仅需提
供医保证（卡）、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经审核参保身
份和建档立卡救助对象身份， 不需缴纳住院押金即可入院
治疗。

凤凰县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今年5月1日
起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一站式”医疗救助后，又下发
了医疗机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实施方案，
进一步为病人开通“生命绿色通道”。“针对紧急的患者，
只要问清楚情况，确实符合条件，都可以先住院接受治
疗， 然后3天内补交相关证件， 或出院时再补交相关费
用，确保患者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疗。”该县人民医
院副院长刘光勇介绍。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庚娣）“这些老人威望高、作
风正，有什么问题找他们调解，我们放
心。”6月8日，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
敏村村民周芳忠开心地说。当天，冷水
滩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暨村级“五老”
（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调解员聘
任试点活动在敏村启动，周元纯、周正
亮等7名“五老”人员获聘为调解员。

敏村地处冷水滩、东安、祁阳交界
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上访问题严重。
2015年以来，该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发挥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在人民
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公信力，请他们参
加矛盾纠纷调解。“这些老人现在是村
里政策法规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化解
员、安全稳定的巡视员。”敏村村委会主
任周进君介绍，近两年来，“五老”人员
共调解矛盾纠纷100余起。现在，敏村
没有一起矛盾纠纷出村，没有一起因项
目建设引发的上访。

“下一步，我们将在区里每个村聘
用两到三名‘五老’调解员。”冷水滩区
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艾祥柏表示。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刘晓红）今日，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召开

“改造农村电网，助力扶贫攻坚”新闻发布会。
今年该公司将投资1.95亿元， 计划改造326个
贫困村电网，预计10月底竣工。据了解，在怀

化市1025个贫困村中， 处于国网怀化供电公
司供电营业区内的有995个，需进行电网改造
升级的有793个。去年，完成了118个贫困村电
网改造。 今年计划完成326个贫困村电网改
造，余下的将在明年全面改造完毕。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何文华 唐志卓）今日，安仁县鑫亮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星升介绍，该合作
社鼓励农户带农机具、资金、土地或劳动力
入社， 目前已吸纳全县13家农民农机专业
合作社加盟，共承包耕地3.62万亩，并吸收

贫困户2013户入社。该县推行“合作社+贫
困户”发展模式，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投向
农村各类合作社，把合作社打造成社会资本
的集聚地、精准脱贫的助推器。据了解，至
5月底，安仁共有各类专业合作社380多个，
吸纳了1万多名贫困群众参与。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晶晶 唐东升）今天，永州市检
察院驻该市环保局检察联络室成立。永
州市检察院驻市环保局检察联络室将担
负依法监督环保部门行政执法及履职，

督促环保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对涉及环
境资源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法院
依法裁判和执行， 经授权后对污染环境
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等12
项职能。

量身定做 上门服务

资兴“一对一”帮扶企业稳增长

马坡岭：城乡接合部的华丽转身

怀化：推进贫困村电网改造

永州：成立环保检察联络室

安仁：万名贫困群众入合作社

鱼苗免费赠村民
6月8日，桂东县侃大村，群众高兴地领取鱼苗。当天，该县开展“郴州高山禾花鱼”

免费发放活动，给该村171户（其中贫困户90户）赠送禾花鱼、乌鲤鱼苗80000余尾，可供
400余亩水稻田养殖。 邓仁湘 摄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洲）6月
7日，浏阳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和招商
引资中介人奖励办法，对中介人实行新的奖励制度，并鼓
励发展总部经济， 对引进总部企业项目中介人最高奖励
200万元。

今年5月，浏阳全面打响“五大战役”，其中“大项目年攻
坚战”要求突出招大引强，力争全年新引进项目200个。为
推动招商引资，浏阳实行中介人奖励制度。凡在浏阳投资、
固定资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且完成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
记的境内招商引资项目，按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的4‰至7‰，
给予中介人奖励。

同时，鼓励发展总部经济，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总
部注册落户浏阳且年纳税2000万元（含）以上的，奖励200
万元；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性总部注册落户浏阳且年
纳税1500万元（含）以上的，奖励150万元。

最高奖励200万元

浏阳出台
招商引资奖励新办法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6月8日， 溆浦县大江口镇溆水与
沅水交汇处，唢呐齐鸣，锣鼓喧天。该县
一年一度的“大端午”传统龙舟大赛开
幕，35条“彩舟”江中竞渡，场面壮观。

溆浦县屈原学会会长禹经安介绍，
溆浦有两个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
“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其习
俗已沿袭2000多年。

相传，楚国郢都被秦国攻破的消息
传来后，屈原悲愤离开溆浦，去了洞庭
湖畔的汨罗。屈原怀石沉江的消息在农
历五月十五传到溆浦后，当地人民悲痛
万分，争先恐后划船去营救他们敬重的
三闾大夫， 后来就形成了农历五月初
五、十五两个端午节。

每年端午期间，溆浦人都会开展划龙
舟、包粽子等纪念活动，其中以“大端午”
传统龙舟竞渡为盛。溆浦传统龙舟头高尾
翘，船成梭子形，尾部翘起呈燕尾状，可载

70余人。与其他地方不同，溆浦龙舟没有
龙头和龙尾，而以舞头旗者为“活龙头”。

“咚咚咚、咚咚咚……”龙船鼓一
响，比赛开始，数万当地居民及游客聚
两岸，为参赛龙舟加油鼓劲。碧水上，汉
子们挥动船桨，动作整齐划一，龙舟急
速“飞奔”。端午祭龙、船头倒立、花式表
演等陆续上演，引来阵阵欢呼声。

更有舞腰旗者男扮女装， 拿着破蒲
扇，穿着女人的红花上衣，扎条长长的假
辫子，做出各种诙谐可笑的动作，逗得观
众哈哈大笑。 从湖北慕名前来观看龙舟
表演的黄伟兴奋地说：“比过年还热闹。”

溆浦“双端午”带动了当地传统美
食产业发展，“枕头粽”已成为近期网络
销售的“爆款”。溆农坊农特产品销售平
台负责人舒汶介绍，端午节期间，已售
出“枕头粽”7.2万个。

溆浦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金中平介
绍，该县努力打造“水边听故事，屈原唱
离骚”旅游品牌，今年“双端午”接待游
客已突破10万人次。

溆浦双端午，游客嗨翻天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52 8 0 2
排列 5 17152 8 0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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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8日

第 2017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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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1040 503360

组选三 423 346 146358
组选六 0 173 0

7 7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8日 第2017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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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9684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0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075823
1 2015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64
74828

1364595
9175247

43
2585
47929
319085

3000
200
10
5

0304 17 19 2606

廖声田 宁奎

6月8日上午9时，张家界市永定区王
家坪镇石堰坪村唢呐齐鸣、锣鼓喧天，一
场传承千年土家族古老习俗的“糊仓”活
动， 在这里上演。 全镇15个村（社区）、
3000多名土家男女欢聚一堂，祈愿丰收。

石堰坪村处于土家发源地“苏木
绰”核心地带，“糊仓”是土家农耕文化
的“活字典”，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

正式“糊仓”前，土家人身着盛装，
在百年吊脚楼前跳起了“蓑衣舞”，唱起
了“薅草歌”，每个动作、每段唱腔都与
勤劳的土家人生活息息相关。“蓑衣舞”
中，人们冒雨插秧，动作有力；“薅草歌”
里，人们在田地里边劳作边唱，忙碌而
欢乐。

“逮起！”祭祀完毕，原本竞相插秧

的200多人突然爆发， 抓起泥巴相互
“攻击”，田间瞬间变“战场”，“糊仓”进
入高潮。在土家风俗里，谁身上泥巴糊
得多，谁家的收成就会好，仓里储存的
粮食鼠不咬、虫不蛀。

田埂上，不少摄影师与观众也被“殃
及”，不断开心躲闪。“岸上观众被泥水击
中，代表幸运与顺心。”石堰坪村党支部
书记张宏海介绍，每年村里举办“糊仓”
活动，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看，已成
为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不少欧美游客来到这里，度假式
体验田园生活。” 王家坪镇党委书记石
之见告诉记者，以石堰坪村为核心的乡
村旅游，近年飞速发展，2011年游客还
不足1万人次，今年预计将突破50万人
次，“王家坪乡村游成为全区旅游经济
新的增长点”。

千年土家“糊仓”，乡村旅游闪亮

冷水滩区聘请“五老”当调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