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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0℃～ 8℃
湘潭市 小雨转多雨 2℃～ 7℃

张家界 多云转晴 1℃～11℃
吉首市 多云转晴 0℃～10℃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 8℃

常德市 阴 3℃～ 9℃
益阳市 多云转晴 0℃～10℃

怀化市 多云转晴 1℃～10℃
娄底市 小雨转晴 1℃～ 9℃

衡阳市 小雨转阴 2℃～ 6℃
郴州市 小雨转阴 4℃～ 6℃

株洲市 小雨转晴 2℃～ 7℃
永州市 多云 3℃～ 8℃

长沙市
今天小雨转多云，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2～3 级 6℃～9℃

市州新闻 9

泸溪 2万橘农入社闯市场

◎责任编辑 李茁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杨贵武 记者 张湘河）截至12月初，泸
溪县已发展农民柑橘专业合作社42
家，入社农户2万余户，入社优质椪柑
基地面积达9万余亩，占全县椪柑挂果
面积的40%。每年通过专业合作社向外
销售的椪柑占总产量的50%以上。

泸溪是“中国椪柑之乡”，为充

分发挥柑橘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作
用，该县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
的原则， 积极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 不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扶持力度。到11月底，已累计投入
扶持资金600余万元， 帮助红山、惠
农、 好日子等20余家合作社建设椪
柑贮藏库30余栋。同时，有关部门经

常性对合作社进行业务指导和技术
培训， 提高社员管理水平和销售能
力， 培养了一大批管理高手和营销
能人。目前，各合作社已建成年交易
量30万吨的果品批发市场、 库容量
3000吨的椪柑气调库和100多个营
销网点。 该县洗溪镇红山柑橘专业
合作社首创合作社自主椪柑包装和

品牌，产品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税尚楠先生在
红山合作社考察后，跷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好的
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专业合作社带动下，泸溪2万余
户入社橘农户平均纯收入高于非成员
户16%。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袁义生 欧阳石）近日，在耒阳
市蔡子池街道金南社区，300多名土地
被征用的村民领取了养老保险金存
折，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拿到这个存
折后，他们每月能领到一笔养老金。目
前， 该市有2213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
社会养老保险，其中610名达到退休年
龄的失地农民已领到养老金。

近年来， 耒阳市把做好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工作，作为改革征地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事来抓， 摆在
突出位置，提出明确要求。市委、市政
府在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保费用方面作
出硬性规定， 探索并建立起较为完整
的农村社保体系， 积极引导和鼓励失
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真正实现其由
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该市规定，在城市
规划区内，农村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
征用后，人均耕地少于0.2亩，女年满55
周岁、男年满60周岁的失地农民，个人
只需一次性补缴15年共4.3万元养老保

险费， 再由政府补贴2.9万元为其缴纳
10年费用，每月就可领到600多元养老
金。 这不仅比全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多
出近300元，还会随着物价变化而有所
调整。

耒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钟文光告诉记者， 耒阳初
步建立起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长效机制。 全市项目和工程涉及
征地时，须先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按“先保后征、即保即征”原则，对

失地农民社保费进行预缴。 政府每年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专项资金，为
失地农民设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养老保险账户。今年，已为失地
农民补贴社保费3900余万元。

耒阳 失地农民喜领养老金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熊
远帆 通讯员 欧建雄 黄松柏 ）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飞地产业
园”———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汨
罗产业园在汨罗市弼时镇揭牌。
产业园将重点发展长沙经开区
汽车和工程机械的配套产业及
其他符合汨罗资源开发利用的
产业。

“飞地产业园”是指以产业
园区为载体，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整批输出项目，欠发达地区提供
土地，双方合作开发，从而取得
“借地生财”和“借鸡生蛋”的双
赢效应。长沙经开区经过20多年
的发展，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
企业服务、对外投资等方面积累
了很好的经验，而汨罗市交通位
置适中，开发成本和生产要素成

本相对低廉，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良好，通过“飞地”发展模式，两
者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今年5月， 长沙经开区与汨
罗就建设“飞地产业园”达成初
步意向。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
由长沙经开区主导，双方派员组
建统一运作的建设指挥部和园
区管委会，以公司化运作模式统
筹园区的建设发展。园区初步规
划控制性面积为15至20平方公
里，其中第一期开发3平方公里。
园区的土地征收、拆迁、报批和
园区外基础设施建设由汨罗负
责实施，园区内的规划和基础设
施建设由长沙经开区负责实施。
产业园预计明年5月前正式开工
建设，将享受长沙经开区的相关
政策。

长沙“借地生财” 汨罗“借鸡生蛋”

我省首个“飞地产业园”揭牌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李育军

“喂，请问是区养殖业服务队
吗？”“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
助的吗？”日前，郴州市北湖区畜
牧水产局养殖业服务队服务热线
响起。

打来电话的是华塘镇梨园村
养殖户许师傅，他家养的100多头
猪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喂食时，发
现有10多头小猪出现呕吐和水样
腹泻症状，并有2头已死亡。他急
得不得了， 赶紧拨打养殖业服务
队热线。“别急， 我们马上就赶
来！”接到电话后，养殖业服务队

应急处置小分队副队长、 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长斌一
边安慰许师傅，一边召集队员、收
拾行头。

进入冬季，天气寒冷，各类动
物极易发生疾病。 北湖区养殖业
服务队每天会接到多个求助电
话，队员们天天奔波在乡间田野、
农家小院。

情况紧急，王长斌带领2名队
员，直奔梨园村。40分钟后，他们
赶到了许师傅家。“这是天气冷引
发的生猪胃肠道疾病， 病情比较
严重。”在给生病小猪“把脉”后，
王长斌很快查出它们患的是传染
性胃肠炎。在潮湿的猪圈里，王长

斌和两名队员忙乎开来：将小猪进
行隔离、猪圈消毒、对小猪进行腹
腔注射等治疗。

经3个多小时紧急治疗，先前
精神不振、走路不稳的小猪慢慢恢
复了生气。“这段时间气温骤降，加
上你的猪圈又冷又潮，容易导致猪
传染性胃肠炎发生。你要经常对猪
圈进行清理消毒，做好防寒保暖工
作，对健康生猪进行疫苗注射。”临
走前，王长斌特别交代许师傅如何
预防冬季猪传染性胃肠炎。许师傅
握着王长斌的手，感激地说：“要不
是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帮忙，我家损
失就大了。你们真是我们养殖户的

‘保护神’啊！”

本报12月16日讯 （通讯员
郭一红 胡广明 何林佳） 近日，
在消防部门指导下，沅江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施工，在城区
增设100处市政消火栓。

近年来， 沅江市城区面积不

断扩大，道路不断延伸，居住小区
不断增多，商业日趋繁荣。市区特
别是新城区、城乡结合部，消火栓
配备不足，存在安全隐患。该市政
府决定拨付资金增设消火栓，以
提高城市抗御火灾能力。

沅江新增100处市政消火栓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彭绍兴 刘文彦 ）
在海拔1600到1800米的炎陵县
策源乡梨树洲村上洲原始丛林
中，有几朵蓝色小蘑菇从苔藓与
落叶中冒出，十分抢眼。近日，炎
陵县科技人员在当地考察时，发
现了这些蓝色“小精灵”。

梨树洲村处在桃源洞自然
保护区内。2000年，省农林勘察
设计规划院在桃源洞自然保护
区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查明
了保护区“家底”，共有维管束植
物215科、896属、2019种， 其中
种植物176科、808属、1804种，
唯独没有蓝色蘑菇的记载。而查

阅2001年版《桃源洞自然资源
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菌类一章，
结果也是如此，在已收集的72种
菌类植物中，没有蓝色蘑菇的记
载。目前，炎陵县也没有蓝色菌
类植物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科技人员经查阅相关资料，
得知这种蓝色蘑菇为炫蓝蘑菇，
俗称“精灵的梧桐”，是蘑菇的一
种，属于真菌界，担子菌门，伞菌
纲，伞菌目，颜色蓝得鲜丽但并
不发光， 未成熟幼苗期呈蓝色。
这种蓝色菌类植物主要分布在
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咯里多尼
亚和智利等国家和地区，在我国
发现实属罕见。

炎陵发现罕见炫蓝蘑菇

养殖户的“保护神”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云
飞 孟首兴）“想不到办理老年证这么快，一个窗
口不到10分钟就搞定了。”12月13日，道县万家
庄村65岁的何斌大爷顺利地拿到了老年证感
慨地说。这是该县民政实施敞开式办证、缩短群
众办事时限、简化办事程序以来，赢得群众好评
的一个缩影。

为更加方便广大群众办理事项， 道县民政
局在永州市首创设立敞开式“道县民政局办事
大厅”， 利用临街门面房有效实施敞开式办证，
实现“一个窗口咨询、一张办事指南告知、一站
式办理、一条龙服务”。

建立敞开式办证服务机制以来， 该局共投
入近50万元，建立敞开式服务窗口14个，开设
敞开式服务项目17个，累计接待办事群众5380
余名，为民办理事项1940余件。

道县民政敞开式办证便百姓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麻胜林）花垣县275名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近日
特别高兴，在寒冬到来之际，他们每人都领得了
5套量身定做的御寒衣服。

花垣县共有18所敬老院和1所社会福利院，
275名符合条件的五保老人被安置入院集中供
养。为确保五保老人温暖过冬，9月以来，该县民
政部门筹资近50万元为所有集中供养老人每
人添置新衣。

花垣为五保老人定做冬衣

２０13年12月17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12月16日，“圆梦使者”在爱心墙前挑选自己能够帮忙完成的微心愿。当天，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一力社
区举办“认领微心愿”活动，收集社区残疾人、重病患者、特困老人微心愿，组织在职党员和爱心人士为他们圆梦。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12月 16日

第 2013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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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 1000 1943000

组选三 812 320 259840
组选六 0 160 0

7 6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95341
0 627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68
1838
14999

8
32
334

9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6998
143917

617
31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12月16日 第2013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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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2406 10 12 13 15 29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龙贤民）12月13日，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省文明
办、中国文明网、常德市文明委承办的“学雷锋·
在行动”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在常德市举行，20名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身
边好人”、省道德模范等“善德明星”齐聚一堂，
共话道德传承，并与常德市民进行面对面交流。

活动现场， 每个好人的感人故事都引起强
烈共鸣。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李爽感慨地说：“这
些好人可亲可敬可爱， 给我们树立了新时代的
道德标杆。他们身上彰显的道德力量，是我发奋
学习的精神之源。”

“善德明星”
常德受热捧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段萍）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雨花区2014年经济工作务
虚会上获悉，该区将打造万亿级
中部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

雨花区作为中部高铁枢纽
和省会东南门户，区域位置得天
独厚。近年来，随着该区“打造中
部现代服务业中心”进程的不断
加快，现代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 ，
2012年该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高达60%。

通过成立专项课题组深度
调研，雨花区委、区政府将以“一
核”（以红星商圈和高铁新城作

为两端， 以湘府路作为走廊，建
设成为现代服务业黄金走廊的
核心区域）、“两带”（圭塘河生态
经济带和浏阳河生态经济带）、
“四组团”（高桥组团、东塘组团、
雅塘片区组团和雨花经济开发
区组团）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
规划为载体，以“现代金融、商贸
物流、商务智慧、康乐文体”四大
高端服务业为支点， 通过推进
“十里长廊、 百座楼宇、 千亿产
值”规划建设，着力打造中国中
部地区最为重要的、在国内外具
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第三
产业营业总收入过万亿元的现
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

力争三产总收入过万亿元

雨花区欲造
中部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