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花垣县花民公路鲜花盛开。近年来，该县精心打造绿色生态公路，对花民、团雅等公
路进行绿化美化施工建设，在公路两边的不同路段分别栽种桂花、月季花、菊花、万年青等苗木花
卉，四季常青，花开不断。车行苗乡路，如在画中游。 龙恩泽 摄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学奇 朱若葵） 近日，
郴州市纪委副书记、 市监察局局长周亦
彬向记者介绍，今年4月，针对政府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郴州市市长约谈永兴等5个县的县长，责
成他们立即整改， 并全面撤销违规开设
的账户。目前，被约谈的5个县违规账户
资金已进行专项审计， 相关整改工作在
有序推进。

去年， 郴州市纪委在对汝城县委原
常委、 原常务副县长陈某进行审查时发

现，陈某在审批财政项目资金时，存在私
自将700万元提前打入承建单位账户等
违规行为，造成系列腐败问题。随后调查
发现，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问题在全
市范围内带有一定普遍性， 必须在制度
上进行规范。随即，郴州市纪委下达关于
加强政府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的
监察建议书。 市财政局派出4个检查组，
对11个县（市、区）近3年来政府建设项目
前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发现各地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预算
不严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随后，5个县

的县长被约谈。
今年， 郴州市共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353个，各级财政预算安排重大项目前期
工作经费1.62亿元。 为彻底根除经费管
理存在的问题，该市出台《重大项目前期
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对重大项目前
期工作经费的使用范围与重点、资金管
理、监督检查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以保
证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和效率。

郴州市财政局纪检组长彭劲松介
绍，《暂行办法》中提到的“重大项目”，
包括纳入当地年度重大(重点 )建设计

划的项目等。 其前期工作经费主要用于
项目研究和专项论证， 以及项目评估评
审、报批等工作。为推进郴州北湖机场建
设，市财政预算安排前期工作经费1500
万元，每使用一笔经费，经申报核实后，
再予国库集中支付。

“我与党旗同行”
岳阳举行红色文艺演出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近
日，“我与党旗同行” 红色文艺演出在岳阳会展中心举行。活
动由岳阳市委宣传部主办，岳阳市文广新局、市新华书店承
办，旨在庆祝建党96周年暨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岳阳500
余市民欢聚于此，共享红色艺术盛宴。

当晚20时许， 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表演的红歌连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拉开了活动序幕。4名歌手，接连献唱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把一切献给党》《我和我的祖国》《我是
中国人》。唢呐独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时急时缓，跌宕起伏。
一曲《葡萄熟了》将大伙带入独具民族特色的欢快氛围中。小品
《拍戏-地道战》， 引得观众开怀大笑。3名特型演员走近前排，
与观众一一握手。他们以神似的声与形，再现了新中国诞生之
时，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在台上讲话时的场景。演出在大
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谢幕。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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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打造复合型物流基地
邵东星沙物流园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邓星
照）今天，久雨初晴，邵东生态产业园内，彩旗飘扬，备受瞩目
的邵东星沙物流园项目开工奠基。该项目占地530亩，总投
资约15.6亿元，是集物流办公、综合服务、商务信息、物流配
送与仓储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物流基地。

作为驰名中外的“百工之乡、商贸之城、民营之都”，近年
来，邵东大力实施“兴工旺商，转型升级”战略，建成打火机、
五金、眼镜、箱包等30多个专业市场，拥有中南地区最大的物
流集散地，近300条物流线路，覆盖全国80%的县(市区)，货
物日吞吐量40多万件，开通了邵东义乌双向货运列车和多个
边贸区物流。

物流是现代工商业发展的翅膀。随着打火机、箱包、五金
等传统产业相继转型升级，风力发电、汽车配件、环保器材、
智能设备等高新产业竞相发展， 邵东物流业的转型升级、扩
容提质势在必行。

作为邵东物流市场转型升级的力作， 星沙物流园建成
后，将成为我国中西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邵阳市东部产业
经济圈的重要物流基地， 全面提升该县现代物流业服务水
平，推动“邵东制造”走向海内外。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曾文雄）“这些翠绿的辣
椒、鲜嫩的丝瓜、长长的豆角，不仅好看
好吃， 还是不少贫困户脱贫的新希望
呢。”近日，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
业合作社董事长曾贤才指着不远处
1500亩蔬菜基地告诉记者。日前，该合
作社的蔬菜基地被双峰县扶贫办指定为
全县精准扶贫项目， 并被纳入娄底市菜
篮子工程、双峰县蔬菜产业供应商，成为

附近2个村1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财神爷”。

蔬菜是双峰县农业两大拳头产品
之一。今年3月，该县召开全县粮食生
产动员大会， 确立了全县蔬菜播种面
积18.5万亩的目标， 拟以发展蔬菜产
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县里成立蔬菜产
业开发领导小组， 组建6个工作队，实
行包基地、包面积、包丘块、包成活、包
技术指导等“八包”责任制，集中力量、

时间和物力， 建设蔬菜产业精品示范
区、 精准扶贫示范基地和贫困户培训
就业基地。

为推动蔬菜产业发展， 双峰县财政
今年安排预算120万元， 作为基地建设、
菜农培训、达标奖励等专项经费；同时安
排220万元， 用于扶持合作社和种植大
户。目前已建成了锁石、荷叶镇2个1000
亩莲藕高产示范基地，花门、甘棠、三塘
铺镇各1000亩以上辣椒核心示范基地，

青树镇和永丰镇茅坪村分别建立了
1000亩以上淮山、西瓜基地，洪山殿镇
还建了1个高标准的水上漂浮有机育苗
基地。

目前，双峰县生产辣椒、西瓜、莲藕、
淮山等26大系列50多种蔬菜产品， 共建
设蔬菜基地41个， 培育种植大户183户，
帮助41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坐上了
蔬菜“脱贫专列”。去年，全县有1853户贫
困户脱贫。

常宁“2+1”帮扶贫困户
1680名农村党员干部结对帮扶840户
贫困户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吕小宝 孙
小伟 夏新雨）“感谢吴主任雪中送炭， 帮我读初二的女儿解
决了教育扶贫资金1250元。”今天，记者来到常宁市宜阳街
道禄福村贫困户李福云家中。李福云说，村委会主任吴传文
等两位村干部与他家结对帮扶，帮他解决了不少困难。

据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介绍，目前该市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21402户57757人，大部分是因病因灾返贫、因残致贫。为
加快脱贫攻坚，今年初，该市开展“2+1”联系帮扶贫困户活
动，即由两名有责任心、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党员干部，结对帮
扶一户贫困户。目前，全市已有1680名农村党员干部，结对
帮扶840户贫困户。

同时，常宁市委组织部组织农业、畜牧、科协、经信等部门
人员，赴贫困村开设田间地头课堂，先后开设了再生稻种植技
术、油茶科技种植、竹鼠与黑山羊养殖、山岚茶加工等课程，手
把手教贫困户掌握一门实用技术。今年上半年，共开设田间课
堂120余场次，参训贫困户近2.5万人次。兰江乡元山村贫困户
孙建荣学习油茶科技种植后，将家里种植的油茶由40亩扩大到
120余亩，预计3年后仅油茶一项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

从案件审查中发现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存在普遍性问题

郴州规范项目“经费监管”

双峰开出蔬菜“脱贫专列”
全县建蔬菜基地41个，帮助贫困户4100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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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 (罗雅琴 姚学
文)“教辅资料太多太滥， 既看不懂，又
做不完。” 针对长沙市家长反映的有关
问题，近日，长沙启动中小学违规征订
教辅材料专项整治行动。

为确保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得到解
决，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和学生的课业

负担，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将重点查处和整
治“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推荐并代购教
辅材料”“在长沙市推荐目录以外推荐教
辅材料”“学校擅自接受单位或个人进校
宣传、推荐和推销教辅材料”等8大问题。

此外，在专项整治期间，如发现中
小学食堂违规牟利、乱收费等问题也将

一并进行整治。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时间
为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长沙市教
育局局长卢鸿鸣表示，对整治过程中发
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将严格查处，特别
是2017年秋季开学后仍存在违规征订
教辅材料的，一经发现，严肃查处，决不
手软。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唐晓晖）“我承诺： 自觉遵守省纪
委《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不以任何形式操
办‘升学宴’，不参加他人违规赈酒行为
的吃请、送礼……”近日，石门县二都街
道10名公职人员分别向街道党工委递
交了拒办子女“升学宴” 的承诺书。至
此， 该县的407名公职人员已分别向单
位党组织承诺拒绝操办子女“升学宴”。

石门县今年共有3227名学生参加
高考。高考招录在即，为了预防违规操
办“升学宴”的情况，该县多措并举，早

打招呼早提醒， 架设
“高压线”，打好“预防
针”。 县纪委下发通
知， 重申国家公职人
员不准违规赈酒相关

规定，通过调查摸底，对全县407名公职
人员子女参加高考的情况进行登记备
案；各单位结合开展“两同
时”谈话，由“一把手”、分管
领导分别对本单位有子女
参加高考的干部职工进行
集体提醒谈话、 单独谈话；
干部职工与单位签订拒办
升学宴承诺书、“一把手”向
县纪委递交责任状。 同时，
县纪委成立督查组，加大明
察暗访力度，对公职人员违
规操办宴席的信访举报，实
行快查快办快结，并点名道
姓曝光。

为确保实效，该县还深
入开展“小手牵大手”、下发
倡议书、修订村规民约等活

动，倡导广大城乡居民废除大操大办陋
习，树立文明赈酒的新风尚。

攸县：
“十条禁令”匡正师德师风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王海艳
肖志勇 记者 李文峰 ）今天，记者从攸县
纪委了解到， 该县出台了师德师风建设

“十条禁令”，并纳入全县“治陋习、树新
风”专项整治内容，设置24小时监督举报
电话，由县纪委联合县教育局开展明察暗
访，对违反“十条禁令”的，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通报曝光一起。攸县“十条禁令”包
括严禁教师有偿辅导学生或为学生有偿
批改作业，以及严禁教师通过指定、介绍、
暗示、诱导等方式违规向学生推销学习资
料和学习用品；严禁教职员工接受学生家
长的礼品、礼金、礼劵，及接受请吃、请玩、
请唱等。

炎陵：
“黄桃之乡”颁发星级奖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蓝盛芳）“获评为2017年一季度平乐
村一星级脱贫户的是：郭子楠、扶建明……”
近日，在炎陵县“黄桃之乡”中村瑶族乡平
乐村，举办了“为脱贫户颁发星级奖”主题
党日活动。平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89户
286人。为加快打赢脱贫攻坚战，该村发挥
黄桃产业优势，建立党建扶贫基地，先后
成立了平乐黄桃、车坪水果等专业合作社
以及神农源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仅
让村里的贫困户脱贫致富有了依靠，而且
带动周边贫困户加入， 共吸纳贫困户143
户515人。

宜章：
2万余贫困群众当地就业

湖南日报7月3日讯（颜石敦 刘从武）
“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后， 顺利进入当地
的恒维电子厂工作，月工资2300元。”7月2
日，宜章县一六镇37岁的村民陈冬芬高兴
地告诉记者。宜章县是罗霄山片区集中连
片扶贫攻坚重点县，有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84858人。近年来，该县加快园区和项目建
设，大力发展茶叶、油茶、脐橙、福鹅等优
势产业。同时，县人社局加大职业技能培
训力度，采取园区企业招聘一批、产业发
展引领一批、爱心企业帮扶一批、创新创
业带动一批、 公益事业兜底一批等措施，
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目前，
宜章县已帮助2万余名贫困劳动力在家门
口就业。

新闻集装

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违规将严处

长沙启动专项整治行动

石门407名公职人员

承诺拒办“升学宴”

车行苗乡路
如在画中游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77 6 7 0
排列 5 17177 6 7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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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76 02 07 25 30 35 07+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2
下期奖池：3809067958.93（元）

10000000 20000000

120000006000000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63357
0 1723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5
681
8127

3
17
167

161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410
78313

263
17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7月3日 第2017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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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7 0811 19 20 26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3日

第 2017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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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1040 64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34 173 369182

9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