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严查党员干部参赌涉赌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严尚）“岳阳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公
路物资供应站干部曹某、戴某某、宋某某，因
上班时间打牌， 分别被给予党内警告和行政
记过处分；岳阳楼区财政局国资办、企财外经
股股长方某，因参与打牌赌博，被给予党内警
告处分……”今天，岳阳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
4起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涉赌违纪
问题典型案件，释放狠刹赌博之风的信号。

从今年5月开始，岳阳市纪委监委在全市
开展严禁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打牌赌博专项监
督检查工作，严禁在公共场所打牌，严禁与管
理服务对象打牌， 严禁在检查和调研等公务
活动中打牌， 严禁为打牌赌博提供场所、赌
资、赌具等。6月5日晚，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公
安局，对城区5家茶楼、2家棋牌室、2家饭店进
行了随机抽查，发现问题线索6起。目前，相关
问题线索正在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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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肖军）近
日， 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今年一季度地级
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
质量排名，怀化市排第22名，成为全国水
质较好的30座城市之一。

碧水荡漾，远山如黛。6月9日，在洪
江市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 该市托口镇
郎溪村村民唐群高兴地对记者说， 通过
开展“退养还湖”环保专项治理，河里垃
圾清走了，网箱拆除了，才有了今天水清
岸绿、鸟飞鱼跃的美景。

据了解，近年来，怀化市对供水人口
在1万人以上或日供水1000吨的饮用水
源地，开展了环境清理整治工作，对各类
水源地实施最严的保护和管理， 全面整
治各类违法违规问题， 确保集中式饮用
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同
时，持续推进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工业源
头管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城区雨
污分流管网、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做好垃
圾分类收集管理和转运， 做到污水不直
排、垃圾不入河。今年一季度，怀化市41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保持Ⅰ至Ⅲ类；
14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表中，3个水
质达到Ⅰ类标准，11个达到Ⅱ类标准。

怀化市还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进一步完善河湖治理体系， 让绿色发展
理念落实落细。

6月9日一大早，潘上升就来到河岸
开展巡河。他是中方县中方镇荆坪村党
支部书记，也是村级河长。巡完河后，他
回到村河长工作站，将巡河中发现的问
题写入台账，将照片上传，并通知志愿

者去巡河问题点清理垃圾。
据介绍，去年以来，怀化市推动河长

制“关口前移”，在全市推广设立村级河
长工作站或村级河长办， 使村级河长有
了“指挥部”。在去年河长制综合考评中，
怀化市取得了全省第一的好成绩。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董劲）近日，长沙市发布4月份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其中天心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为30天， 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100%。

“油烟少了，绿地多了，道路更干净，
空气更清新。” 这是不少长沙市民近年来
的切身感受。“自从去年长沙蓝天保卫战
打响后，我们社区的烧烤店全部装上了油
烟净化装置，没有了呛人的味道和满地的

油，回家的路都变清爽了。”家住天心区裕
南街社区的蔡小波欣慰地告诉记者。

“生态环境优美，是我们对天心人民
的庄严承诺；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特别是蓝天保卫战， 是天心区作为省会
中心城区的重要责任和担当。”早在“蓝
天保卫战”打响之初，天心区委书记朱东
铁就郑重发声。

为此，天心区先从顶层设计上发力。
提高政治站位，建立党委政府牵头总揽、

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街道落实属地
责任、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群众积极参与
的齐抓共管新格局。制定“强力推进环境
大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总体方案，出台“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2019年目标任务”等系
列文件，落实各项举措。一年多来，先后召
开70余次全区性“蓝天保卫战”工作调度
会，坚持工作信息日报，编发工作简报30
多期。

今年来， 天心区狠抓控尘、 严格控
烧、开展高排放车辆集中整治等，打出一
组“组合拳”，空气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前不久， 该区对一起擅自倾倒建筑垃圾
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
罚；对一起电力施工毁绿行为，给予3000
元行政处罚； 对一起焚烧垃圾行为处以
2000元顶格处罚……严管重罚， 天心区
蓝天保卫战加快向纵深推进， 基本形成
了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油烟少了，粉尘少了

天心区4月空气质量天天优良

加强源头管控 完善治理体系

怀化跻身全国水质较好城市
长沙市工程机械
行业协会成立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李治）长沙市工程机械行
业协会今天宣告成立，三一集团、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和山
河智能等本土工程机械行业巨子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长沙是我国唯一拥有4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城市，
工程机械产值约占全国总量23％、占全球总量7.2％，产品
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长沙工程机械产业
实现产值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8%左右。长沙市工程机
械行业协会的成立是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的实际需要，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了重要抓手。

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由湖南大学、三一集团、中联
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和长沙银行6家单位共同发起成
立，旨在促进行业资源共享、技术共享、信息共享、服务共
享，搭建全市工程机械产业协作平台，推动长沙工程机械行
业协调发展。

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
第一次会议,吴京生当选为协会第一届秘书长,三一集团总
裁向文波、 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 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
香、山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当选为第一届轮值会长。

永定区文旅经济发展
“亮相”央视《生财有道》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郑龙腾)6
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2）《生财有道》栏目
播出《书记说文旅———张家界永定区：文旅齐发力 生财聚
人气》，聚焦永定区文旅经济发展，集中展示永定区自然风
光、民俗风情、特色物产、文化创意4张名片。

2019年5月，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生财有道》栏目推出
《文旅经济看中国——书记说文旅》大型系列专题节目，第一
季共10集，永定区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文化脉络成
功入选其中。节目中，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当“导游”，全方位
宣传推介永定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亮点，以
天门山、莓茶基地、土司城、军声画院等为依托，集中展示永定
区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特色物产、文化创意4张名片。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胡永昌

6月3日， 辰溪县修溪镇椒坪溪村
村部人头攒动，200多名村民来到这里
参加白茶种植技术培训。 村里白茶合
作社负责人魏宏伟说，大家种茶，合作
社免费提供种苗、技术、肥料，茶叶包
回收；今后村里孩子考上“一本”，学费
也全部由合作社出。

“我们村已种植白茶1500亩，我们
一定会将椒坪溪村建成人人羡慕的富
裕村。”上任才一年多的村支书金启兵
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谁能想到，就在两年前，椒坪溪村
还是一个后进村，村民到处“告状”，村
里产业发展滞后， 公共事业基本处于
瘫痪状态。

变化，源于县纪委监委的一次执纪。

去掉“毒瘤”人心顺
2017年初， 椒坪溪村多名村民举

报当时的村支书米某某涉嫌违纪违
法， 县纪委很快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调
查， 查实了米某某和原乡民政办主任
邓某某虚报“五保户”危房改造项目，

私分项目资金等违纪违法事实。最后，
米某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邓某
某被开除党籍。

金启兵当时任村委会主任。 在米
某某被查处后， 县纪委也收到关于金
启兵违纪的举报信，经认真核查，没有
发现金启兵有违纪问题， 县纪委向村
里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此进行了澄清。

“经得起查”的金启兵被镇党委决
定临时负责村里全面工作。临危受命，
如何不负所托？

在第一次村干部会议上， 金启兵
宣布了几条“铁律”：凡涉及群众利益
的各类事项， 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开会
投票决定并进行公示； 有关村里发展
的重大决策，必须集思广益，充分听取
村里老干部、乡贤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村里所有资金开支， 必须每月定期进
行通报……

村支两委很快组织办了一批好事、
实事：5.8公里道路加宽、5个村民小组村
道硬化、 全村2000多人全部饮上干净
水、建造3座钢筋水泥桥方便出行……

村干部的作为，群众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镇党委、政府对村支两委工作
进行实地调查， 群众满意度达96%以

上；去年村里扶贫工作抽样调查，群众
满意度达98.9%。去年初，金启兵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

因地制宜富口袋
椒坪溪村有丰富的山地资源，怎

样把它变成富民资源？
1969年，村里在海拔700多米的洋

池界种了几亩茶叶， 由于多年无人管
理，现在成了野茶树。当地村民上山采
的清明茶香气馥郁、色美味甘，是茶中
佳品。

金启兵等村干部产生了一个想
法：发展茶叶种植。

2017年10月，金启兵听朋友介绍，
浙江茶商魏宏伟在辰溪考察茶叶种
植。金启兵先后5次上门拜访，魏宏伟
被其诚意感动， 便到洋池界采了一些
老茶树的叶子及12份土壤样本， 带回
浙江检测。

经浙江茶商协会检测， 椒坪溪村
土壤适合种植白茶。 魏宏伟于是决定
与椒坪溪村合作种植白茶， 去年初开
始种植，目前已发展到1500多亩。

“茶叶基地常年用工，男工120元
一天、女工90元一天，高峰期用工200
多人。”魏宏伟告诉记者，去年，仅给村
民发工资就达100多万元。

“我们要充分利用村里丰富的山
地和溪流资源， 发展1万亩白茶园，以
白茶为龙头带动旅游业与农产品深加
工。”金启兵坚定地说。

浏阳开展垃圾分类教育
有害垃圾可兑换礼品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石自行）“老
师，我这里有4节废电池，想兑换一颗棒棒糖。”6月10日上
午8时许，浏阳市大瑶镇杨花完小门卫室里，十余个学生拿
着自己收集来的有害垃圾前来兑换礼品， 小小的门卫室一
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为了帮助学生们从小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 掌握垃圾
分类知识，科学处理有害垃圾，杨花完小自去年起，开始实
施“有害垃圾兑换礼品”制度，鼓励学生们将生活中发现的
有害垃圾收集起来，交到学校，学校再统一科学处理。

“学生们可以拿这些有害垃圾在每天的上学前和放学
后到门卫室兑换铅笔、橡皮、本子、棒棒糖等礼品。”该校校
长张慕楚说。而除了集有害垃圾兑换礼品外，2017年，该校
还建设了多宝屋，对学校每天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储存。多
宝屋的建成，一改过去学校露天垃圾池臭气刺鼻的“旧貌”，
给师生们创造了更优质的校园环境。

自2017年起，浏阳市教育局在全市各学校开展垃圾分
类教育。各学校积极响应，创新开展形式，诸如收集有害垃
圾兑换礼品、 卖废品资助贫困学生等都是学校在垃圾分类
教育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和生动实践。

老汉被洪水冲走
干群追5公里救起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胡江勇 杨锐

连日强降雨， 使会同县境内的巫水河水
位急涨。

6月9日13时许，会同县金子岩乡小洪江
村67岁的村民张宗万看到巫水河中漂浮着很
多木材，不顾洪水湍急，拿着竹篙、撑着竹排
去打捞。洪水很猛，拴在岸上的竹排缆绳被冲
断，张宗万连同竹排被洪水冲走，情况危急。

见父亲被洪水冲走，张宗万的女儿张月艳
心急如焚，打电话向村干部求助。

小洪江村党支部书记刘修林正在村部参加
防汛值班，接到求助电话，他立即向乡政府汇报，
随后骑上摩托车，沿巫水河一路追上张宗万。

“你是长滩村村主任吗？刚才上游小洪江
村一老人困在竹排上，被洪水冲下来了，请你
马上组织船只做好拦截救人准备。”金子岩乡
党委书记胡海平与乡长向建刚接到报告后，
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通知沿河利溪村、 坪磨
村、长滩村等6个村的村干部，在巫水河上布
下3处拦截救人安全防线。乡政府干部、当地
派出所民警与沿河村干部群众纷纷出动。

在巫水河下游下坝塘村河段，水流较弱。14
时30分许，张宗万在众人搭救下，安全上岸，此
时，他已被洪水冲走5公里。

� � � �两年前辰溪一个后进村，在纪检部门一次执纪后，
干群同心、产业兴旺———

风气正了面貌新

助农插秧
6月11日，隆回县羊

古坳镇匡家铺村，党员志
愿者在优质稻基地义务
抢插中稻。今年，该镇开
展党建助力产业发展活
动，组织党员深入基层参
加农事活动、学习农业新
技术，发挥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助推乡村振兴。

贺上升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11日

第 2019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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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1040 339040

组选三 575 346 198950
组选六 0 173 0

0 0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6月11日 第2019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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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818872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973990
4 1689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49
63942

1185283
11829831

80
2769
49607
474608

3000
200
10
5

1106 11 30 3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