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肖智群）近日，湖
南农业大学与洞口县农业龙头企业湖南雪峰山农业集团签订
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在助推洞口传统农业转型现代农业方
面开展密切合作。

洞口县是全省农业大县， 但一直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
地位。 为改变该县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大县迈向农业强
县， 该县去年引进全省有名的现代农业发展企业湖南雪峰
山农业集团，以“公司示范、政府助推、农户发展”形式，发展
高效农业。 目前，该公司已投资200多万元，在该县月溪、罗
溪、黄花坪、毓兰镇等地，集约化发展高效蔬菜200多亩。 在
罗溪等高寒山区发展有机稻和有机蔬菜1000多亩， 并建成
了有机稻加工基地。

农大“牵手”洞口农业龙头企业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陈淦璋）近日，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在长沙县跳马镇 “试水 ”组建花
卉苗木行业合作社并成立互助基金，助力这一
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50家农户将获得该行
6200万元的信贷支持。

长沙县的花卉苗木种植农户， 过去很难从
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深度

介入后， 推动跳马镇50家花卉苗木种植农户结
成行业合作社并成立互助基金 ， 以此抱团发
展获得银行授信。 在该 “大联保体” 模式下，
各农户无需再提供抵押物 ， 可获取50万元至
500万元不等的贷款。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透露，
预计年内将投入信贷资金3亿元， 有望惠及200
余农户。

本报8月15日讯（通讯员 周宇阳
刘金军 记者 柳德新）8月14日，第
五届湖南省水文勘测技能大赛在
长沙市文津码头举行开幕式。来自
14个市州水文勘测一线的46名参
赛选手同台竞技， 优胜者将代表

湖南参加今年10月在广西南宁举
行的全国水文勘测技能大赛。

湖南省水文勘测技能大赛由
省水利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总工会主办，省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承办，每5年举行一次。

全省水文勘测技能大比武

6200万元信贷“直投”长沙苗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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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建辉 旷巍

【办案结果】近日，衡山县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对待业青
年吴某批准逮捕。 据了解，这是2011年5
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我省首例
涉嫌持有伪造的发票罪案例。

【案情回放】2011年6月起，吉首市
青年吴某通过互联网， 结识一名专门
从事套取住房公积金、 绰号为 “大熊

猫”的男子，并用其提供的虚假发票及
证件在常德市、 长沙市望城区及衡山
县等地， 多次为他人套取住房公积金
数万元。 套现后，吴某每次可获取500
元酬金。

今年6月16日，吴某再次来衡山县
为他人套取住房公积金时案发， 侦查
机关当场缴获其持有的伪造发票面额
801850元。

【检察官说法】此案承办检察官肖
莉介绍，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是刑法修
正案(八)新增加的罪名之一。 刑法修正
案 (八 )第201条规定 ，明知是伪造的发

票而持有 ,数量较大的 ,处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
巨大的 ,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出
台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 的补充规
定》，就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的立案追诉
标准作出规定：（一） 持有伪造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五十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
计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持有伪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一百份以上

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的 ，
应予立案追诉 ； （三 ） 持有伪造的第
（一）项 、第 （二 ）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发
票二百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八十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肖莉认为， 犯罪嫌疑人吴某持有
的是伪造的房产销售发票 ， 面额达
801850元， 数额已经达到追诉标准，其
行为已涉嫌构成持有伪造的发票罪。

【温馨提示 】明知是伪造发票 ，却
冒险非法持有。 不辛勤劳动去获取财
富，却企图通过不法途径不劳而获，到
头来得不偿失。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 方月妮） 记者今天
从广铁集团获悉， 广铁已迎来暑
运的第二次高峰， 截至8月14日，
广铁共发送旅客达到 3388万人
次，同比增加151万人次。

学生旅客是暑运客流的主要组
成部分。 为帮助90余万学生顺利返
校， 广铁集团除提前为学生团体办
理往返票外， 还延长了学生票预售

期， 暑运期间学生票售票时限最远
至9月10日，涵盖整个暑假。 同时在
长沙、广州、深圳等高校集中城市的
车站专门开辟了学生绿色通道。

广铁特别提醒， 将要报到的
大一新生们可凭录取通知书和有
效身份证件，到售票窗口购买1次
由家庭所在地至学校的学生票。

铁路部门提醒， 西向和北向
的车票仍然比较热门。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下午，
“第二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中国当代刺绣
艺术品大展·第四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据悉，上述节会将
于9月15日至17日在省展览馆举行。

本届节会由省政府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经
信委、省城镇集体工业联社协办。 届时将举行

一系列活动， 其中中国当代刺绣艺术品大展，
全国24个绣种的作品将集中亮相； 中国刺绣高
峰论坛，学界、业界专家共同探讨刺绣技艺的
传承与创新；专场焰火燃放晚会 ，全面展示浏
阳烟花燃放艺术 。 还将尝试新的市场营销模
式，组织收藏家现场参展、收藏、拍卖，让工艺美
术作品增值。

持有伪造发票被批捕

第二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9月举办

8月 12日 ，
洪江市黔阳古
城，施工人员在
铺筑青石板。该
市今年加快黔
阳古城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钟
鼓楼文化广场、
芙 蓉 古 都 、 文
庙、 危家大院、
芙蓉楼景区维
修等项目相继
开工建设。

杨锡建 向荣
摄影报道

广铁暑运送客突破3000万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8月 15日

第 2012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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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 1000 1187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76 160 188160

3 1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328959
0 332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12
868

11381

6
17
259

213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064
130166

376
296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8月15日 第2012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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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106 12 13 20 21 23

（紧接1版③） 项目分三期建设 ，
一期投资8亿元 ， 将建成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 、 装备制造厂和1条
生产线 ， 预计 12个月内建成投
产 ， 年产值达10亿元 ， 年纳税1
亿元 ； 二期投资42亿元 ， 建设5

条生产线 ， 同时将拉动原材料 、
设备、 终端产品等上下游产业链
的发展， 形成完整的触摸屏产业
链； 三期投资50亿元， 着力打造
全国最大的触摸屏和盖板玻璃产
业化生产基地。

（紧接1版①） 各级安监部门要带
着责任和感情做好工作，公开、公
平、公正执法，主动接受人民群众
和新闻舆论部门的监督， 切实履
行自己的职责。 要促进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进一步分解
落实安全生产的工作目标和任
务， 全面督查薄弱环节， 牢牢抓
住 “打非治违” 不放松， 强力推

进安全专项整治不停步， 深入排
查治理隐患不松懈， 严厉追责问
责不手软， 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
事故的发生， 以科学发展、 安全
发展的业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 国家
安监总局相关司局、 省直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紧接1版②）抓建设扶贫，首先要
抓班子带队伍。 要用创先争优的
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强
党员思想教育， 把支部建设和党
员队伍建设结合起来， 永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 留下一支永远
不走的工作队。”

得知村里通过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村民收入有所增加，梅克保
语重心长地说 ： “贫困地区的发
展， 改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较
容易， 但要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
起来， 是一个长期探索奋斗的过
程，归根结底还是靠产业发展，要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

进农民增产增收 ，真正变 ‘输血 ’
扶贫为‘造血’扶贫。”

今年3月7日，梅克保来邓界村
时， 曾留宿在81岁老人赵先桃家，
与村民们拉夜话、聊家常、谈发展。

这次即将离开邓界村， 老朋
友再次碰面。 赵老紧紧握住梅克
保的手，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梅
克保动情地说：“邓界村为革命事
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是我们要感
恩这里的革命先辈， 没有他们当
初投身革命，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美好生活； 要感谢这里纯朴的乡
亲们， 让我们党员干部们接受锻
炼、感受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