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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2℃～34℃
湘潭市 晴转多云 22℃～35℃

张家界 晴 21℃～35℃
吉首市 晴 19℃～34℃
岳阳市 晴 25℃～33℃

常德市 晴 23℃～33℃
益阳市 晴 24℃～34℃

怀化市 晴 22℃～34℃
娄底市 晴 23℃～35℃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5℃～36℃
郴州市 晴 22℃～34℃

株洲市 晴 24℃～35℃
永州市 晴 25℃～3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南风 ２~3 级 25℃～34℃

２０13年9月18日 星期三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7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彦 文洁丽）近日，“打造中
国动力谷———株洲高新区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十年行动方案” 论证会，在
株洲高新区举行。 来自国家科技部、
省科技厅、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们，
论证并通过了这一方案。 据此方案，
株洲高新区将用10年时间， 成长为
“中国动力谷”。

专家们一致认为，“打造中国动
力谷”方案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切实
可行，对于促进株洲转型升级、引领
株洲创新发展、 增强株洲城市实力、
塑造知名区域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专家们要求，株洲高新区要在
产业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 人才支撑和金融服务5个方面
着力，确保目标实现。

据方案，未来10年，株洲高新区将

以最先进的机车牵引引擎、 最强大的
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汽车动力引
擎为核心助推器，形成轨道交通、通用
航空、 新能源汽车3大千亿产业集群，
建设“中国轨道交通城”、“中南地区通
用航空城” 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城”，成为中国动力产业聚集区、中部创
新驱动示范区、湖南乐业宜居幸福区。

目前，株洲高新区拥有工业企业
489家，其中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

4家、过50亿元的6家。去年，全区工业
总产值达到1203亿元。 目前，该区轨
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3大动
力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形成了研发、
整机制造与零部件配套共同发展的
完善的产业链，并聚集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友梅、尹泽勇、丁荣军为代表
的一批工程高级人才。 去年，该区三
大动力产业实现总产值682.7亿元，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56.7%。

本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唐高波
李忠华 记者 蒋剑平）今天，记者在邵
阳市北塔区万桥工业园看到， 国家农
业产业龙头企业李文食品公司在与清
华大学合作兴建的首条酶法脱囊衣生
产线即将投入试生产， 工人们用酶法
全果去皮技术“剥”橘皮，可得到去皮
彻底、营养成分保存完好的全果，并提
高工效近30%。 项目达产后，仅脐橙鲜
果每年可消化近9万吨，极大带动果农
增收。

近年来，北塔区农业综合开发做
足普及绿色理念、 扶植绿色产业、推
广绿色技术3大文章， 致力打造邵阳
市区60万居民的绿色果园子、放心菜
篮子。他们优先扶植绿色产业。目前，
投资1.2亿元的桂花湾生态园，已建成
20亩荷花园、2000亩珍贵花卉苗木
基地、5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东方新
绿洲所建北塔生态园，规划占地2080
亩，是目前邵阳市区规模最大、内容
最丰富的城市森林公园。

同时，北塔区围绕柑橘、蔬菜、畜
禽、 食用菌等优势产业， 力推绿色生
产、绿色加工。 李文食品公司自建120
亩柑橘无病毒种苗繁育中心， 统一供
种、统一种植标准、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组织收购，直接辐射市区及新宁、武
冈等周边县市农户栽种无病毒
柑橘壮苗40万株。 总投资1.5亿
元的恭兵食品公司，建设辐照技
术中心，突破了食品灭菌、保鲜、
贮藏等加工技术难题。全区农产

品中，目前已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4
个、中国驰名商标2个、省级著名商标5
个。

今年上半年，北塔区农产品加工企
业完成总产值22.8亿元、 增加值6.8亿
元，直接吸纳近1万农民就近转移就业。

株洲高新区打造“中国动力谷”

北塔区农综开发“升级”绿色产业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曾琰 邱德帅

都说计生工作天下最难， 桑植
县人潮溪乡党委书记陈斌却不这样
认为， 他说， 巧解“天下难”， 关键
有绝招。 9月16日， 记者翻山越岭，
与他一道穿行山村， 亲眼见识了他
说的绝招。

走进南斗溪村村部， 村务公开
栏里最打眼的是“计划生育村民公
约”， 从人口到户籍， 从权利到义
务， 从奖励到处罚， 前后有30条之
多， 条条清楚。 同行的乡计生办主
任彭长武告诉记者， 这缘于“有心
人” 赵丽英的“精心提炼”。 40多
岁的赵丽英爽朗大方， 去年3月， 南
斗溪村成立计划生育协会， 计生工
作实行村民自治， 她以全票当选协
会秘书长。

赵丽英笑着告诉记者， 全村492
名村民有130多个协会会员， 每项
公约规定都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举手同意， 问题摆到桌面上， 怎么
解决一目了然。 “村约都是大家定
的， 人人爱面子， 不执行就是掌自
己的嘴， 在村里没法做人。” 村民陈

明远以世代单传为由， 拒不落实计
生政策， 计生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
未果， 实行自治按村约办事， 大伙
齐相劝， 要他不要违约， 夫妇俩最
终答应落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
年8月， 省计生委授予南斗溪村“计
划生育村民自治省级示范点”。

翻过山岭， 来到茶叶湾村村部，
村妇女主任邓培春正忙着张贴落实
计生政策对象名单。 这里的村务公
开栏应有尽有， 井井有条， 看得出
邓培春也是个“有心人”。 她告诉我
们， 按照村约规定， 给谁核发准生
证， 谁家生孩子， 谁家获得计生奖
励， 全部公开， 在这里一看就知道，
“村里设有5处举报箱和举报电话，
想钻空子都没门。”

“计生工作真正成了村民大家
的工作。” 陈斌介绍说， 村民公约确
定了群众主动参与相互监督， 以前
只是计生人员和育龄对象知悉的计
生政策， 现在全民皆知； 以前只是
计生人员开展的工作， 现在人人参
与。 近3年来， 人潮溪乡以村约巧解
计生难题， 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2012年， 综合排名居全县第一， 并
跻身张家界市计划生育红旗单位。

记者�� ��在基层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梁艳） 一块钢板上线， 一台
汽车跃出……今天， 100名游客在
长沙比亚迪厂目睹了电动汽车生产
的精彩过程。 同时， 长沙市主管工
业的副市长何寄华宣布： 长沙工业
旅游扬帆起航。

工业旅游是以生产场景、 高科
技生产设施、 厂区环境和企业文化
等为资源的创新型旅游， 在发达国
家由来已久。 为丰富和拓展长沙旅
游资源， 进一步提升长沙工业品牌
影响力， 今年上半年， 长沙市工信

委与市旅游局联合制订了创建精品
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作方案， 确定浏
阳经开区、 中粮可口可乐、 湘丰茶
业等18家工业企业为市级工业旅游
示范单位， 同升街道办事处为工业
旅游示范街道。

今天， 18家工业企业旅游示范
单位精心装扮， 光鲜靓丽登堂， 接
受游客参观与检阅。 在比亚迪展览
室里， 游客们观看了比亚迪无人驾
驶汽车、 汽车显示屏双屏互动裸视
3D等产品演示， 无不为这些民族自
主创新品牌而骄傲。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陈永刚）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昨
天，长沙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市
场化改革、 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意
见》，并从即日起实施。

长沙市这次出台的主要措施
有： 拓宽民间投资领域、 放宽民间
投资主体登记、 优化行政审批程
序、 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 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
禁止准入的所有行业和领域。 将在
市级层面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支持
和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铁路、 航

空、 水运、 电力、 电信、 石油、 天
然气等行业。 对于新建的教育、 医
疗卫生、 文化体育、 公共就业服
务、 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 公用设
施和环境保护、 社区公园建设等领
域项目， 经营性的以公开招投标方
式，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投资、 建设
与运营； 非经营性的、 能由市场和
社会组织提供的， 均交由市场和社
会组织承担， 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组
织购买服务。

长沙市还将大力降低民资准入
门槛、 简化准入程序， 构建新的符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商
事登记制度。 将对全市民间投资项

目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制
定新的审批目录。 国家、 省明令取
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取消； 重复
审批的事项一律予以归并或取消；
法律法规如无强制性规定需要审批
的事项， 取消审批； 审批法律依据
不足、 可以减少的事项， 取消审
批； 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的审批事项， 取消审批。 同
时， 在工商登记、 项目核准、 土地
使用、 规划审批、 环评能评、 税费
征收、 水电供应、 安全监督、 人才
保障等方面， 民资兴办的机构与公
立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任何部门不
得以任何形式对其设置附加条件。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刘飞） “明年这个时
候， 属于邵阳的美丽桃花岛， 就将
呈现在人们眼前。” 日前， 邵阳县旅
游局工作人员与规划建设专家一起，
对该县九公桥桃花岛项目进行了勘
探。 桃花岛项目由湖南纽曼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进行开发。

桃花岛位于邵阳县九公桥境内，
地理位置优越， 距邵阳市与邵阳县
城各20公里左右， 距207国道2公
里， 二广高速公路与之擦肩而过。
该岛四周环水， 常年水源充沛。 目
前正在兴建的邵 （阳） 塘 （渡口）
一级公路建成后， 游客可从邵阳市
区直接去桃花岛。

本报9月17日讯 （通讯员 陈勇
周万军 记者 周小雷） 每当夜幕降
临， 在临澧县广大农村的村部， 都
是华灯初放。 村民们汇聚在村部文
化广场， 观看本村艺术团农民自编
自演的廉洁文化节目， 这是记者近
日在临澧县看到的新气象。

临澧县今年初提出了“把廉洁文
化引向农村，延伸到基层”的目标要
求。由县纪委牵头，县廉洁办、县作风
办、县文广新局参与，由政府出大头，
乡村拿小头及社会资助的办法，耗资
5000万元为337个村委会开辟了廉
洁文化阵地，将各村上报的廉洁模范

典型， 编排成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
328个，在各村免费演出。

县纪委还编印了 《村干部廉洁
自律承诺书》 和 《廉洁知识宣传册》
下发到每个农民手中， 便于群众监
督。 县纪委与县文化部门联手组织
了12支廉洁宣传电影队， 将廉政准
则动漫片及富有廉洁文化内容的影
视作品在各村巡回放映。

广泛宣传廉洁文化收到良好效
果， 该县群众廉洁文化知晓率达到
100%， 基本上达到了干部群众无廉
洁问题反映，村民矛盾无上交的可喜
局面。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罗锋）“30台生产车辆，零事
故、零违章，一切正常。”这是记者今
天在长沙市天心区园林局看到的9
月以来的出车记录。据了解，为规范
园林用车管理，今年8月，该局为30
台生产车辆安装了GPS系统。

通过GPS平台， 天心区园林局
可对驾乘人员进行监督， 有效规范
其行为。每月末，将根据平台监控和
实际检查情况， 对当月全部生产车
辆使用情况进行通报。

9月17日， 新宁县万塘乡方竹村， 村民胡六莲正收获成熟的粟谷。 近年， 该村因地制宜种植特色农作物，
种植竹笋、 高粱、 生姜和粟谷230多亩， 获得了丰收。 郑国华 郑小其 摄影报道

村约巧解计生难题

长沙工业旅游扬帆起航

临澧县廉洁文化进农村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陈永
刚）被称为长沙“龙须沟”的岳麓区
龙王港片区， 将得到彻底整治。 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城管部门了解到，
龙王港片区综合整治工程已完成前
期立项和初步设计， 预计本月底进
场施工，12月底竣工。

龙王港片区内有20栋合法建筑
物，均为上世纪80年代建成，多为平
整形屋顶，形象老旧。此外，还有众多
违章建筑，部分房屋主体还存在加层
现象。 下水管网欠完善，污水直排龙
王港。 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并配合即将开园的西湖文化园建
设，岳麓区将投资2305万元，对龙王
港景观片区进行彻底改造。改造工程
包括整治房屋立面， 对片区内20栋
合法建筑物进行“洗脸打粉”；实施房
屋平改坡建设，改善住宅性能和建筑
物外观效果；改造下水管网，重新规
范片区排水系统，将原直排龙王港的
雨污水全部接入老咸嘉湖路管网；拆
除片区内约2000平方米违章建筑
物；硬化路面，提质园林绿化，完善各
种环卫、交通设施。 改造后的龙王港
片区， 将与西湖文化园交相辉映，呈
现统一的欧式建筑风格，温馨的红色
屋顶、淡黄色的外墙，绿树葱茏，碧水
环绕，给人以童话般的视觉享受。

邵阳县引资3.5亿元开发桃花岛

长沙出台新政激活民间资本
天心区园林用车

装上GPS

长沙“龙须沟”年底大变身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9月 17日

第 2013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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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1000 513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872 160 299520

6 3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9月17日 第20130109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484566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0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299549
2 16744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31
92388

1586511
14888375

74
2442
52554
517106

3000
200
10
5

24 27 29 322309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