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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红艳

绿意盎然， 空气清新。6月20日，花
垣县花垣镇永丰村耐子堡矿山， 山峦叠
嶂，郁郁葱葱。过去，这里因无序采矿成
为满目疮痍的乱石岗， 如今成了景色宜
人的矿山公园。

花垣县锰矿储量为3100万吨， 素有
“东方锰都”之称。然而，美誉背后，该县饱
受环境污染之苦。近年来，该县痛定思痛、
重拳整治，倾力推进矿业持续健康转型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示范
矿区，生态环境逐年优化，遍山染绿。

上世纪90年代，花垣县在“国有民
采”背景下全民采矿，无序开采、偷挖盗
采现象严重，短短几年，山峦千疮百孔，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矿山事故频发。

2010年“7·20”锰矿透水事故发生
后，花垣县决策层果断决定：不要带血的

GDP，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
勇气，全力推进矿山整治整合。当年8月，
一场矿业整治整合行动迅速展开。目前，
全县矿洞由1227个减少到204个， 锰矿
洞由200个减少到29个。8家电解锰企业
横向整合，组建湖南东方矿业公司，采用
国际先进设备， 在县工业集中区建成年
产15万吨电解锰及精深加工项目。同时，
强力推进落后产能淘汰， 先后关闭电解
锰厂9家、浮选厂83家。

在花垣县城人行道上， 一块块混凝
土地砖干净整齐。一般人不知道，这些砖
块是铅锌尾矿蒸汽加压制成的。

变废为宝做“减法”———推进工业废
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花垣矿山
生态环境整治的妙招。

花垣县康园公司和省建材研究设计
院联手，采用最新技术，以铅锌尾砂为原
料，在花垣工业集中区，建成年产20万

立方米铅锌尾矿蒸汽加压混凝土砌块与
1.2亿块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自动生产
线，年处理铅锌尾矿50余万吨，年产值
超过2亿元。

强桦公司建成年产10万吨铅锌、锰
浮选废渣新型环保水泥添加料生产线项
目， 把铅锌和碳酸锰矿的浮选尾渣合理
配比， 与燃煤及少量矿化剂细粉煅烧制
成普通硅酸盐水泥活性添加剂。 该项目
年消耗锌、锰等尾矿43万吨以上。

据统计，仅康园、强桦2个企业，年消
化锰锌尾矿近100万吨。去年5月，综合
利用废石废渣650多万立方米， 超过历
史存量三分之一。

茶峒镇的清水江，碧波荡漾，游船穿
梭，河边是当地洗菜洗衣的人。

清水江上游，曾有10多家电解锰企
业， 排放的矿渣与工业废水把江水染成
了黑色。

2013年，花垣县全面启动“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矿山建设。被群众称为“花
垣变花园”的工程，正按照政府主导、矿山
企业负责采矿区域的治理模式，采取清渣、
覆土、绿化等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同时，关闭锰矿61个，整治工矿废弃物89
处；累计投入2亿多元，进行龙潭土地等矿
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 实施猫儿矿山污
染治理项目21个，修建锰矿污水处理工程
3个；覆土复垦1950多亩，植树绿化1100多
亩。还以团结镇和边城镇矿山为重点，建设
矿山生态公园。去年，花垣县获评“美丽中
国示范县”。

从饱受环境污染之苦到“美丽中国示范县”———

长抚“绿色曲” 花垣展“花颜”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吴宇航 肖
畅)“精美湘潭”项目建设自年初启动以来进展如何？今天上
午，湘潭市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就2017年精美湘潭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了通报。

今年，湘潭市共安排精美湘潭项目162个，计划总投资
297.7亿元。截至目前，实现项目开工77个，完成投资129.4
亿元，投资实现年初计划的43.3%。开工数、投资额基本达
标，项目总体进展平稳有序。对于下半年即将开工的79个
项目，湘潭将按照“成熟一个，开工一个；开工一个，建好一
个”的原则，依次启动、全力推进。

随着精美湘潭的不断深化， 项目建设成果已逐渐体
现，一批树形象、出效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已经完工或即
将完工，城市品位正逐步提升，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带
动效应也在全面释放。

目前，2017年第一批21个老旧小区改造现已陆续
完成，第二批31个老旧小区也即将启动改造；城区24条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全面启动；建设路、韶山路、河东大
道、双拥路、湘潭大道的“三化两拆两改”已近尾声；窑
湾白石、火车站、万楼等7个重点片区的项目集中优势
开始显现。

6月21日，湖南外贸职业学院部分毕业生通过拍摄个性毕业照，向母校献礼，为自己的青春留下最美的纪念。 郑翔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金祥 陈健林 任泽旺

村前，远处是千亩田畴，近处是月
亮湾池塘。村后，老鹰山巍然屹立。整个
村子背山临水，地势北高南低，形成“群
峰相拥、二水环抱、雄鹰展翅”格局。

光洁的石板路，幽幽古巷，长满青
苔的古石桥，进士门楼，欧阳宗祠，村民
们即兴表演的傩戏……日前，记者走进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千年瑶村黄甲岭，被
这里深厚的汉儒传统文化深深陶醉。

“欧阳氏先祖唐朝末年从广西迁居
此地。 公元988年， 先祖欧阳邵考中进
士。唐宋时进士名单用皇家专用黄纸书
榜，史称金榜题名，又称黄甲题名，此后

村子更名黄甲岭。”说起黄甲岭的历史，
村里年过7旬的老支书欧阳了然于胸。
他说，黄甲岭建村历经1100多年，目前
总人口2000多人， 是江永瑶族重要聚
居地。

黄甲岭现存明清以来古建筑群
200多栋计2万多平方米， 为清一色青
砖、瓦房、马头墙。纵横相连的青石板
路、古盐道和七孔青石桥，形成横平竖
直、户户相连的街巷。古寨墙、进士牌
楼、祠堂、敬义堂、敬莲塘等公益建筑保
存完好。 大户民居建筑分上下堂屋，石
砌天井，东西厢房隔望。窗花、门头点缀
精致，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檐饰彩
绘花鸟虫鱼栩栩如生。

“敬宗睦族”，文明家风延续至今。

据村里欧阳氏族谱记载，历代科举，该村
先后出了1名状元、5名进士。 欧阳祠堂取
名为“敬义堂”，三进布局，前后36级石阶，
依山傍水，气势雄伟。村民至今沿袭古家
训，凡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不肖子孙，不
准入堂拜祖。族中长辈口口相传，历代村
民崇尚仁、义、理、智、信、廉，孝顺长辈、团
结邻里。

在黄甲岭， 游乡等风俗至今兴盛不
衰。村民崇文尚武，传承有游乡、傩戏、唱
大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竹、布编织
和竹笋工艺，亦传承久远。村民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依靠石山竹林，手工编织竹席、
箩筐、鱼篓等工艺品，经湘桂古盐道远销
各地。 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土特产品，至
今仍大受欢迎，畅销各地。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李常 记者 杨
元崇）2017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
选活动结果于6月18日揭晓， 泸溪椪柑获得92000多票，居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七。 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国优质农产
品开发服务协会组织。泸溪土壤富硒，光照充裕，适合椪柑
种植。2016年泸溪椪柑开发面积达23万亩，年产量14万吨，
产值1.8亿元。据悉，前100名获奖产品将推荐给农业部，获
得相关政策支持。

毕业照 致青春

千年瑶村黄甲岭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威群 赵宇峰）“你们当中有老
师、有医生、有群众，大家一起施以援手，
在紧急时刻，抢救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
感谢你们， 更要学习真英雄， 弘扬正能
量， 让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得到帮
助。”6月21日下午， 双峰县委书记禹敏
在看望勇救落水女童的4位市民时，对他
们见义勇为的举动给予充分肯定， 倡导

全社会营造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
6月20日，本报刊发《双峰群众联手

救起3名溺水学生》， 对双峰县4名好心
市民联手救助3名溺水学生的感人事迹
进行了报道。 随后，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
号、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争相
转载或报道，并引发广大网友热议。网友
“为爱润色” 留言：“参与抢救的市民，你
们是社会的正能量， 崇尚雷锋精神的真

英雄。”网友“森林小妖”则说：“为家乡层
出不穷的好人好事而自豪，富厚双峰，名
副其实！”

据了解， 双峰近年来接连出现街头
跪地为昏迷者实施急救的县人民医院护
士李秀玲、 联手勇救落水少年的县政府
办干部陈灿玉和青树坪镇村民陈共荣、
冒雨指挥交通的“井盖哥”王勇光等一系
列好人好事。

“学习真英雄，弘扬正能量”
《双峰群众联手救起3名溺水学生》引发热烈反响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孙应德 ）74岁的文池珍关心老
人、爱护小孩，捐款13次，自己出钱印发德
育书籍近8000本，连续6年慰问敬老院老
人；64岁的村医董国安43年坚守岗位，只
要有病人，不管刮风下雨坚持出诊……今
天下午， 长沙县举行第二届道德模范颁

奖典礼暨2017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百
日竞赛活动启动仪式，文池珍、董国安等
10位道德模范和黄珊等11位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受到隆重表彰。

2015年， 长沙县评选首届道德模
范，在全县形成尊重模范、学习模范、争
当模范的浓厚氛围。这次，全县共推举出

152位候选人， 涵盖助人为乐、 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大
类。

从今天起，长沙县还启动2017年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百日竞赛活动， 将举行
移风易俗大讨论、 拍摄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微电影等特色活动。

长沙县表彰道德模范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百日竞赛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今
日，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接履桥街道数十名干部进村
入户，就打造百里花果生态风光带工程做宣传发动工作。
近两天， 已签订土地流转合同250多份， 面积达1000余
亩。

百里花果生态风光带是今年永州市重点投资项目之
一，项目沿双牌灌区主干渠道两旁，途经双牌、零陵、祁阳
3县区，全长96公里，总投资5.5亿元，主要种植花、木、果，
发展绿色观光旅游。项目分3期进行，今年实施项目一期，
投入1.8亿元，建设10公里风光带，主要景观包括四季花
海观光带、紫薇造型景观带、花海漂流等，由双牌水库管
理局和零陵区合作开发，现已完成投资3000万元。在渠
堤两旁，栽种了200万株各类花卉苗木。

为全力建好百里生态花果风光带，永州市农业、林业、
水利、交通、旅游等部门联动，采取“公司+农户”方式运作，
将在沿线陆续建成千亩甜梨、千亩蜜桃、千亩西瓜以及水
产养殖、特种动物养殖等现代农业基地。

永州建设
百里花果生态风光带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通讯员 刘鹏 常奇特 记者 杨
军）6月20日，桃江县森林公安局成功捣毁非法经营野生动
物窝点5处，查获蛇类2000多公斤。据了解，这是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今年实施以来，全省查
获的最大一起非法经营蛇类案。

今年4月，省森林公安局指定桃江县森林公安局对群众
举报的宁乡县存在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现象进行查处。 接到
指令后， 桃江县森林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发
现宁乡县八一市场、杉木桥市场、喇叭口市场存在多处规
模较大、组织严密的非法经营蛇类窝点。掌握相关情况后，
专案组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于6月20日凌晨3时，民警兵
分三路同时出击， 现场捣毁3个市场共5处窝点， 查获蛇类
2000多公斤、蛇皮1.9万余张，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等4人。

目前，杨某某等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
侦办中。

桃江公安查获
全省最大非法经营蛇类案

“精美湘潭”，美到家门口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静）6月21日， 永州市冷水滩
区梅湾小学校长朱黛琳， 在微信上发布
《牙签弩危害大》的文字与图片，通过“微
智校园”很快传递给了广大师生、家长和
社会。“微智校园” 是学校依托微信平台
设置的独立使用的微信企业号, 主要包
括教务办公和家校沟通两个功能模块，
连接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家长4大角
色， 可随时随地实现作业布置、 公告发
布、成绩查询、班级投票、即时聊天、在线
学习等功能。目前，“微智校园”已在冷水
滩区多所学校使用。

冷水滩区：建设“微智校园”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张颐
佳 ）今天上午，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
道连升街社区时务学堂旧址， 一堂特
殊的党课正在举办。82岁的何国奇老
人与很多老党员一道，早早赶来听课。
何国奇是1965年入党的老党员， 他家
一直居住在潮宗街。 为保留长沙老街
的传统风貌， 潮宗街片区被列为历史
文化街区。何国奇和众多老住户一样，
签订协议书后安家别处。 在党的生日
来临之际， 连升社区发动老党员们回
到时务学堂旧址， 以“廉政教育进社
区、传承优良家风”为主题，听区委党
校校长胡晓峰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开福区：为老党员讲堂党课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张福
芳）今天上午，“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
划娄底首站推进会在双峰县曾国藩学
校启动。娄底市第六小学、曾国藩学校等
6所学校被列为“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
计划基地校。 该行动计划是以全国师范
院校为依托，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面向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
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 选择双峰作为
娄底第一站， 是因为双峰有良好的教育
品牌，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双峰：“中国好老师”来了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杨卫星 ）日
前， 涟源市石马山镇青烟中学举行颁奖
仪式， 为优秀师生颁发奖金19万余元。
这是以涟源市爱心企业家梁石安为会长
的青烟中学奖教励学协会举行的第5次
颁奖活动。5年来， 共颁发奖金近100万
元。梁石安是湖南安石集团董事长、长沙
市娄底商会会长， 曾就读于青烟中学。
2013年，梁石安等人组织从青烟中学毕
业的校友，成立青烟中学奖教励学协会，
吸纳100多万元捐款用作奖教励学基
金，奖励学校优秀师生。

涟源：校友捐百万奖教励学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夏悦瑶）今天上午，长沙市望城区
湾田国际建材城，6辆满载爱心建材的货
车徐徐开出，朝着该区20户无房、危房贫
困户所在地驶去。 这次活动由望城区社
会扶贫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发起， 针对区
内无房、危房贫困户迫切需要新建、改造
房屋却无力购买建材的实际困难， 湾田
国际建材城倡议建立“湾田·家”基金，得
到市场内爱心商户积极响应。66家爱心
商户共捐赠价值40万元的爱心建材，给
20户贫困家庭每户送了一个“建材包”。

望城区：商户捐爱心“建材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22日

第 2017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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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 1040 71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09 173 261057

4 6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22日 第2017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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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405849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9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67226
3 2438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05
52874
995249
8429197

31
2230
37451
296538

3000
200
10
5

0211 23 26 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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