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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 20℃～24℃
吉首市 阴 21℃～25℃
岳阳市 阵雨 19℃～24℃
常德市 阵雨 17℃～22℃
益阳市 阵雨 20℃～23℃
怀化市 阴 20℃～26℃

娄底市 阵雨转小雨 20℃～25℃
邵阳市 小雨 21℃～26℃
湘潭市 阴 20℃～24℃
株洲市 阵雨 21℃～26℃
永州市 小雨 23℃～27℃
衡阳市 阵雨 22℃～27℃
郴州市 阴转多云 24℃～31℃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三２０14年9月17日湖南日报
客 户 端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3级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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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赵志高 钱雄亮）9月15日， 来自
海内外的200多名邵商回到家乡邵阳市，
参加两年一届的邵商大会。这届大会上，
邵商签下了40个回乡投资项目， 合同投
资额达133.4亿元。

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及世界各地创
办规模以上企业的邵商超过30万人，并建

成异地邵阳商会40个，创办境外园区3家。
“引邵商、回故乡、建家乡”，成为加快邵阳
发展重要举措。邵阳市委、市政府建立完
善了邵商信息库，推出了对口联系、节庆
慰问、 小分队上门对接等一系列举措，不
断加强情感联谊， 努力以乡情激商情。
2008年以来， 连续举办高规格的邵商大
会，成为吸引邵商回乡投资的重要平台。

据统计，仅2011年至今，邵商回乡投
资项目达356个， 完成投资1448亿元，占
邵阳市招商引资总额的94.8%。 其中重大
产业项目149个，完成投资579亿元，占投
资总额的40%。九兴鞋业、鼎盛电子、广信
造纸、大汉商业步行街、邦盛超薄平板玻
璃、湘西南国际物流城等一大批邵商投资
项目先后落户邵阳。邵东县民营企业家刘

纯鹰本世纪初到泰国打拼取得成功后，发
起创办了泰国湖南商会和泰国湖南工业
园。2013年，泰国湖南商会返回邵东，建设
“邵东中小企业创业园”， 拟投资30亿元，
规划5年内建成15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培育200家左右小微企业入驻园区， 打造
一个集箱包、服装、五金、机械、汽车零部
件等加工制造于一体的出口基地。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谢真燕 姚希明）9月12日， 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举办中小学劳技教师技
能培训， 来自全县中小学校的60余名劳
技教师参训，培训内容涉及手工制作、工
艺剪纸、果木嫁接与管理、花卉栽培和管
理等。

近年来， 靖州充分发挥学农基地
“户外课堂”的作用，为每所学校配备了
专业的劳技教师， 定期开展劳技培训，

要求每所学校每周必须开设1至2节劳
技课和课外实践课，实现勤工俭学课程
化。同时，县教育局实施局领导及机关
股室挂钩基地制度，指导学校按照宜农
则农、宜养则养、宜林则林、“种养加”相
结合的方式，改建、新建基地，帮助学校
引进先进种养技术， 提高生产效益。县
教育局还以奖代补，鼓励学校发展种养
基地。目前，全县25所九年一贯制农村
学校中， 已有23所学校建了学农基地，

基地总面积1075亩。
目前， 该县在校中小学生在种养及

手工制作等方面，大多掌握了1门以上实
用技术。 大部分农村学校实现了从“养
猪、种菜、办食堂”到“建好一片基地，办
好一个食堂， 资助一批困难学生” 的转
变。 新厂中心小学将劳动实践基地和农
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蔬菜基地建设有机
结合， 将基地所产蔬菜全部免费供应学
生食堂， 并采取循环养殖和批量养殖方

式养殖生猪，两年出栏生猪40头、存栏10
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万多元，保障了
学生营养午餐供应， 每学期还资助贫困
学生50名。

宁乡经开区：
90天引资超115亿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施泉江）9月15日晚，宁乡经开
区隆重举行“蓝月谷之夏”食品饮料产业活动季闭幕式。从6
月中旬启动至9月中旬结束，3个月内宁乡经开区共引进食
品饮料产业项目15个，合同引资额超过115亿元。

活动季期间，宁乡经开区通过开展“筑巢引凤”外出招
商活动，组织团队赴武汉临空港、汉川和仙桃等先进食品园
区取经等，主动出击、强力突破在谈重大食品饮料项目，一
大批战略食品饮料项目成功签约落地。 中国南部粮食产业
领军企业湖南粮食集团携带“金健”“裕湘”“金霞”三大中国
驰名商标，总投资50亿元，建设集粮油、面粉、酸奶等于一
体的食品饮料加工产业园。 中国方便食品行业排名第一的
康师傅集团，总投资3亿美元建设湖南饮品及方便面生产基
地，预计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0亿元、年税收贡献4.6
亿元， 该项目是湖南今年以来引进的最大外资食品项目和
宁乡迄今最大台商投资项目。

9月15日，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举行升旗仪式。该校是由香港言爱基金捐助1000万元、长沙市政府援助1000万元、县
政府配套6000余万元新建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寄宿制学校，于今年9月正式建成使用。 张 军 曾祥辉 摄影报道

“我帮同学救老乡”
大学生张高峰爱心传递湘豫两省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肖中云 伍小乐）

“也许您一点点的零花钱、一桌可有可无的餐费，少买一双
新鞋子，少穿一件新衣服，就能让老九哥暗淡的生活重新
发出灿烂的光辉。”9月16日中午1时多，由湖南工学院建筑
工程与艺术设计学院团总支倡导的“我为同学救邻居”募
捐活动，在湖南工学院举行。建筑工程与艺术设计学院学
生现场捐款8025元， 将由他们的同学张高峰转交其邻
居———河南汝州市小屯镇时屯村患病的苏老九。

张高峰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了， 由母亲把他拉扯
大。去年9月，家境贫寒的张高峰靠国家贷款和助学金走进
湖南工学院。儿时的张高峰，经常得到邻居苏老九热心帮
助。今年8月20日，张高峰揣着暑期打工赚的300元钱回到
河南老家，得知苏老九身患白血病，卧病在床缺钱断药，一
双儿女面临辍学。知恩图报的张高峰为救助苏老九，不让
他两个年幼的孩子辍学，便带着苏老九的妻儿到郑州慈善
总会、民政局、医院、电视台、报社等地方求助，3天仅吃了
两顿热饭。

在张高峰奔波下，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筹集
善款救助苏老九。

湖南工学院学生勤工助学中心负责人陈佩玲得知此
事，立即向校领导反映，并发动同学为张高峰的邻居募捐。
大河报与三湘都市报两地记者联动， 介绍张高峰知恩图
报、有爱心、有责任、有担当的事迹。阿里公益决定给予张
高峰2万元基金支持， 张高峰把这2万元转捐给苏老九。大
河报“大河之爱”基金也捐给苏老九1万元。新浪公益募集
10万元，正在找企业认领。汝州市红十字会表示，愿向苏老
九提供大病救助申请。

目前，三湘都市报、大河报和湖南工学院联合发起的“我
帮同学救老乡”公益捐助活动，正在湖南、河南两地开展。

携项目回乡建设家乡

实现勤工俭学课程化
靖州25所九年一贯制农村学校23所建了学农基地

亮相中国—东盟博览会

靖州“三宝”抢手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刘杰华）“你们的产品很棒， 我会将它们卖到马来西亚
去。”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上，马来西亚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来到湖南靖
州展台，对靖州“三宝”———杨梅、茯苓、山核桃赞不绝
口。

靖州毗邻广西，所产杨梅、茯苓、山核桃，被称为靖
州“三宝”，在全国知名度较高。靖州杨梅享有“江南第一
梅”的美誉，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靖州也是全国茯苓集
散中心，茯苓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二。近年
来，在加快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的同时，靖州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今年专门成立了3支招商小分队，以中国
-东盟博览会为平台，“借船出海”， 将靖州特色产品打
入东盟市场。

这次博览会上，湖南靖州展台前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 联合国计划署官员Mrs� Srey在品尝靖州杨梅酒后
连连夸赞，当场买了两瓶。马来西亚马中总商会代表团
表示，将与靖州进行合作洽谈。广西农垦集团十万大山
商贸公司总经理吴继承当场表态，前期代理500件靖州
杨梅酒。当天，靖州茯苓面、茯苓养生茶、山茶油、山核桃
油、富硒米等也成了各路客商的“抢手货”，连样品都被
买走，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长江》特种邮票长沙首发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陈永刚）9月13日，长沙市

梅溪湖广场热闹非凡，由长沙市文明办、市邮政公司等
举办的《长江》特种邮票首发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市
数百名集邮爱好者、收藏爱好者汇聚一堂，感受集邮文
化的独特魅力，抢购自己喜爱的《长江》特种邮票。

由中国邮政发行的《长江》特种邮票1套9枚，全套面
值13.20元。9枚邮票分别为：大江东去、山水重庆、三峡
奇观、楚湘临江、庐山水韵、黄山独秀、金陵春晓、江畔水
乡和东流入海。 该套邮票以九图连印的形式发行长卷
版，整套邮票全长57厘米，是我国目前发行的最长邮票。

《长江》特种邮票以袁运甫先生国画长卷《长江万
里图》为蓝本，展现了长江两岸千里江山之美，不仅自
然风光美不胜收，名胜古迹更是一览无遗。《长江》特种
邮票的首发，也是长沙2014年“中国集邮文化季———长
沙站”的主要内容之一。

县领导“一对一”扶持蔬菜生产
桑植新增菜地总产量1.13亿公斤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谷和囤 黎治国）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日前，记者走进桑植县洪家关千亩有
机农业示范园，一排排蔬菜大棚，一眼望不到边。钻进棚里
一看，太阳能杀虫灯、风机、滴灌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香
瓜、西红柿果香四溢。今年1至8月，该县扶持农民发展无公
害蔬菜4.87万亩，实现产值3.23亿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
实现人均增收近1000元。

桑植，山多地少，农民增收需要有新举措。对此，县委、
县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转变思路、调整农业结构，依托绝佳
的气候环境，大力发展无公害、反季节蔬菜以及有机茶等
高附加值农业产业。今年以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党员干部都纷纷沉下去，深入田间地
头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找出路。

为帮助菜农加快实现蔬菜产业升级，该县每位县领导
主动联系一个蔬菜基地，帮扶基地实现规模、水平、产值三
提升。县里先后投入引导资金1200万元，新增蔬菜加工厂1
家，新增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4个，新增4个蔬菜专业生
产乡镇和27个专业村。截至目前，全县新增菜地总产量达
1.13亿公斤。“目前已卖得20多万块钱！”蔬菜专业户罗勇边
摘菜、边笑眯眯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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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9月 16日

第 2014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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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 1040 859040

组选三 882 346 305172
组选六 0 173 0

4 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9月16日 第201410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522521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244289
10 22672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99
60116

1186708
11344370

34
1949
38418
371235

3000
200
10
5

17 22 25 271411 16

2014年邵商大会签下40个回乡投资项目，合同投资额133.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