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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上午，在
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
道桃花社区1组尖岭山
上，组长姜中华和居民
曹新国来到尖岭山百
亩桃林为新种植的桃
树除草施肥，他们两人
是这片桃林的义务管
理员。

桃花洞尖岭山以
前是一片荒山，山体表
面除了野草就是黄土。
今年3月以来，桃花社
区 投 入 10 多 万 元 资
金， 每天出动挖机 2
台， 并请来专业施工

队全天作业。50天以
后，坑挖好了，通往山
上的道路和水管也完
工了。 城南街道和桃
花社区干部群众一起
在尖岭山周边种植了
1万多株桃树，连片开
发了150亩桃林，树苗
成活率达到了100%，
如今荒山变成绿洲。
等到明后年春季，游
客们来到桃花洞就能
欣赏到万紫千红的桃
林美景。

■陆益平 陈志强
胡晓建 罗子华

近日，湘潭县石潭镇光荣
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工建设，标
志湘潭市本年度高标准农田
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今
年，全市高标准农（莲）田项目
将建设高标准农田5.72万亩，
财政总投资8000余万元，投
资较上年度增加五成以上。

目前，湘乡市、韶山市和
湘潭县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已
陆续于9月至11月先后动工
建设，计划衬砌灌排渠道72.8
公里，整修山塘117口，修建
拦河坝31座，维修改造电灌站
12处， 修建田间道路31.53公
里。

据湘潭市财政局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介绍， 去年，全
市高标准农田项目总投资仅
为5061万元， 今年增加3170
万元投资。一方面是湘乡市被
列为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综
合改革试点县（市）， 增加了
2450万元财政投资； 另一方
面，是争取而来的湘潭县花石
湘莲优势特色产业园项目，财
政投资1000万元， 其中用于
高标准莲田建设项目资金
720万元。根据进度计划，3个
县（市）将在春节前完成项目
主体工程的建设任务。

■胡小波 张莹

日前，2016年第三届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产品征集
评审结果揭晓，最终有38款游戏获得创新奖和优秀奖。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即开型福利彩票市场，为广大
彩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即开型彩票游戏，从产品的创新
性、亲民性和实用性角度出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于今年7月1日至9月30日， 开展了第三届即开
型福利彩票游戏征集活动。

本次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不同个人、团体或机构
创作的游戏作品120余款。 这些游戏产品包含了公益
环保、卡通形象、主题纪念、喜庆祝福、快乐运动、历史
文化和时尚娱乐等多个主题， 游戏内容涉及面广、设
计风格及玩法有创新、奖级设计有特色，为即开型福
利彩票注入了新鲜血液。

为对这些游戏公平、公开和公正评选，中福彩中
心特邀来自高校艺术专业专家、省市福彩机构即开票
部分管主任或部长及福彩即开票三家印制企业的游
戏设计负责人共计14人组成评审团， 对游戏进行了
现场评审，并公布了获得各类奖项的38款游戏，其中
包括“数字么么哒”等8款游戏获得常规游戏创新奖；
“擂台赛”等18款游戏获得常规游戏优秀奖；“蒸蒸日
上” 等2款游戏获得特殊游戏创新奖；“十二生肖之
一”等10款游戏获得特殊游戏优秀奖。上述获得奖项
的38款游戏将纳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游戏
库，并择机申报发行。

另外，根据本届游戏征集通知的内容及活动过程
中各销售机构宣传、组织和评比情况，“北京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等10家福利
彩票销售机构获得了优秀
组织奖项， 以奖励游戏征
集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部门或个人。 ■中彩

第三届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产品
征集评审结果揭晓

湘潭财政今年投入8231万元
将建设高标准农田5.72万亩

邵阳市大祥区：
百亩荒山变桃林

住在长沙市天心区白
沙街的居民非常有福，时
不时就会闻到沁人的香
味。“哎呀， 刘爹爹的兰花
开了呢。”谈论到香味来源
的问题， 大家总会说上这
么一句。是啊，老邻居们谁
不知道呢？ 刘内安爹爹在
楼顶养了两百多盆兰花，
每年会在不同的季节开
放，街坊们也跟着“闻香识
花”。

闹市楼顶藏着兰花园

大隐隐于市。 刘内安
爹爹的兰花， 便是种在长
沙最繁华的地段———南门
口的白沙街。 穿过有些陈
旧的老街，进入青砖小巷，
一栋不起眼的民宅坐落在
街边。

楼顶的几块天台，被
刘爹爹搭楼梯连接了起
来， 几棵大树刚好为楼
顶遮阴 ， 绿茵茵的兰花
就长在这阴凉舒适的环
境中。

黑色的花盆， 长剑一
般的兰草， 被整齐摆在不
锈钢制作的架子上， 看上
去非常漂亮。 头发有些花
白的刘爹爹， 正在一盆一
盆仔细地看着兰花。“有些
已经打花苞了， 过春节时
估计就可以开花哒 。”整
理、修剪、施肥……这几乎

是刘爹爹每天的工作，看
到兰花的花苞， 则是老人
最开心的时刻。

“200多盆吧，反正不
断地有花进来， 也有花送
出去， 数量是变化的。”刘
内安爹爹透露， 自己养的
兰花约有200多盆，每一盆
都是他心尖尖上的“肉”
儿。

30年养花耗资近千万

刘爹爹早年是个企业
家，生意做得很成功，自从
爱上种兰花后， 他为这些
花草花了近千万元。

“兰花的价格不能用
市价来算， 因为它只能在
爱兰花的人群中产生价
格。”刘爹爹透露，现在很
多兰花的品种成为“孤
品”，“一兰难求”， 所以价
格也是非常高昂。

在刘爹爹的“秘密花
园”里，就有着很多这样的
“孤品”。“你看着它们长得
都差不多吧？”老人指着一
盆兰花介绍，叶子尖细，还
有白色的斑点， 其貌不扬
如同路边的野草， 它却有
个非常诗意的名字———荷
梅仙。 这株兰花是刘爹爹
从岳阳平江的一座大山里
挖来的， 种下的第二年就
开了花，还分出了一株。前
阵子有人出5.8万元购买，

被刘爹爹拒绝。
有一次， 刘爹爹的一

个朋友带着他的花去参加
兰花展，有人要买花，朋友
自作主张卖了， 两根草一
束花卖了50万。“我不是为
钱养花， 再多钱也不卖
呢。”老人表示。

“花中君子”
希望更多人养

刘爹爹坦言， 兰花确
实需要精心养护， 可能导
致养花的人并不多， 但只
要掌握了它的脾性， 以及
生长的规律， 其实也很好
养。

在普及兰花养殖上，刘
爹爹也是操碎了心。 每次
兰花盛开的季节， 他都热
情地请人来观赏， 让更多
人见识到兰花的“魅力“。

同学聚会的时候，刘
爹爹自己采购易养的兰花
送给同学， 并教老同学们
怎么养。“现在很多同学喜
欢上了兰花， 我看了也开
心啊。“

多年来刘爹爹为长沙
市兰花协会成立和发展劳
心劳力， 现在他已经成为
长沙市兰花协会终身荣誉
会长， 正在筹划明年在长
沙举行的第27届全国兰花
展。

■记者 李琪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从常德市纪
委获悉，常德市桃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原副局长、住房保障办公室原主任傅正国
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经查， 傅正国在担任桃源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住房保障办公室主
任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
职责，致使2438万元公款被私人骗取。同

时，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 经常德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
并报常德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傅
正国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由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梁敏

闹市屋顶藏幽兰 三十载嗜兰如命
长沙刘爹爹的“秘密花园”在南门口白沙街 养了200多盆兰花，其中不少是“孤品”

桃源一副局长失职致2000万公款被骗
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反腐通报

11月17日，长沙市兰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道武在参观刘内安家的“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