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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 19℃～28℃

吉首市 多云 20℃～27℃
岳阳市 晴 21℃～29℃
常德市 晴 19℃～29℃
益阳市 多云 20℃～29℃

怀化市 多云 20℃～26℃
娄底市 晴 19℃～29℃
邵阳市 多云 20℃～27℃
湘潭市 晴 20℃～30℃

株洲市 多云 22℃～30℃
永州市 晴 21℃～28℃
衡阳市 晴 23℃～32℃
郴州市 多云 20℃～31℃

今天，多云间晴天
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2级 21℃～30℃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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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 ）近日，在绥宁
县百里制种产业长廊， 当地农户抓住
晴好天气，忙着收割制种杂交水稻。制
种大户汤明义乐呵呵地算了一笔账：
亩产最高的达280公斤、 最低也有150
公斤，按每公斤17元的收购价计算，他
今年承包的144亩制种杂交水稻有望
实现销售收入50万元、 纯收入18万余
元。

近年来， 绥宁县把杂交水稻制种产
业作为农村第一大富民产业来抓， 推行
“公司+协会+基地+农户” 生产经营模
式，引进了隆平种业、亚华种业及湖北种
子集团等多家企业，组建了6个杂交水稻
制种生产技术服务协会、15个制种专业
合作社。目前，全县形成了以武阳、红岩、
唐家坊等6个乡镇为中心的百里制种产
业长廊，制种基地扩展到14个乡镇，参农
户达2.6万户，其中制种面积在30亩以上

的达130多户，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杂
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

为发展制种产业， 绥宁县每年整合
农业、国土、扶贫、移民、水利等方面资金
2000余万元， 投入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 与隆平高科合作建设杂交水稻制
种产业园，建好制种产业信息、技术创
新两大平台，提升制种基地机械化、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水平。

今年全县制种杂交稻种植面积为

80735亩， 测产预计总产量将达到2139
万公斤，比去年增加58.9%。按每公斤15
元计算， 今年杂交稻制种总收入将达到
3.2亿元，比去年增加48.8%。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9月21日， 记者走
进衡阳县石市镇太平村恒众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金槐种植基地， 一株株金槐树干
笔直、枝叶繁茂，淡黄色的花朵散发出沁
人心脾的香气。 公司总经理涂翡告诉记
者，他们通过流转山地，已种金槐1100
多亩，带动周边群众年创收300万元。

金槐为绿色落叶乔木，开花期长，是

广西一家植物研究所用全州槐树进行嫁
接、多次选优而成，现有金槐桂G-1号、
金槐桂G-2号系列。金槐花可入药，也可
用作染料、香料等。按现在市场价计算，
投产第一年一亩可收入4000元，丰产期
可达9000至13000元， 经济效益远高于
常规经济林和一般农作物。

衡阳县是全省重点林区县之一，拥
有林业用地201.9万亩， 境内气候宜人。

荒山野岭、田边地角、房前屋后都可种植
金槐，不占耕地，易活易管。近年来，该县
把种植金槐作为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
民收入的特色产业来抓。县委、县政府制
定金槐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抓好优质高
产金槐基地建设。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完善激励机制。 对新种金槐连片100亩
以上的，政府给予奖励。还整合农业、林
业、水利、扶贫等部门资金，对金槐新造

林实施补助，并优先安排贴息贷款，为金
槐项目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力争从2014
年起，3年发展金槐10万亩。

目前， 衡阳县已种植金槐5.6万亩，
是目前全省面积最大、最集中、品质最好
的金槐种植基地， 金槐产业也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新亮点。而且，随着金槐大规模
种植，一些原本荒芜的山地绿了起来，有
效改善了生态环境。

9月27日晚上，南华大学的汉文化爱好者们来
到衡阳市湘江边，开展赏中秋月，欢度中秋节的活
动。他们身着汉服，吟诗，放河灯、许愿灯，给远方
的亲人送去祝福。 李慧 曹正平 摄影报道

“走，到村部楼‘见’爸妈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文竹 张攀

“走，到村部楼‘见’爸妈去。”9月27日一大早，辰溪县城郊
乡周家人村的留守儿童三五成群，相邀前往村部大楼。

“爸爸，今天过中秋节了，你看，这里的叔叔阿姨都给我们
准备了月饼，还组织我们搞活动，好热闹。”在村部楼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关爱中心，留守儿童肖翔第一个与远在浙江杭州打工
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脸上挂满了笑容。

“那就好，你在家要好好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帮他们多
干点家务活。”肖翔的爸爸在电话那头嘱咐道。

周家人村有近400人长年在外地务工， 留守在家的儿童有
近70人，空巢老人有30余人。今年3月，乡村两级共同筹资，在村
部楼建立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服务中心。购置了一批适
合青少年和老人阅读的书籍，以及积木玩具、棋牌等设备。村支

“两委”还将一台电脑搬至关爱服务中心，并配套了摄像头，方
便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

“每天都有孩子、老人过来玩，周末的时候来视频聊天的孩
子就更多了，每到寒暑假，村里的大学生们还会过来帮忙辅导
孩子读书学习。”村妇女主任谢喜珍向记者介绍。如今，“到村部
楼去‘见’爸妈”已经成了周家人村留守儿童的口头禅。

“村里搞了个这服务中心后，孩子们经常过去和爸妈视频，和
其他孩子玩，性格也开朗多了。”肖翔的奶奶谢望妹告诉记者。

“肖叔叔，可以把我爸妈叫来跟我视频一下吗？”肖翔的同
学诸帮在一旁“按捺不住”， 他的父母与肖翔父母同在一处务
工。“好的，小帮，我现在就去旁边叫下你爸爸妈妈。”听到肖翔
父亲肖崇喜回答，诸帮顿时笑逐颜开。

中秋时节，月圆人圆。当天，共有近30位留守儿童和10余位
空巢老人相继与在外务工的父母、子女通过视频“团圆”。

青年创客“卖创意”
岳阳首个“创意市集”开市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刘贡献）
TAO咖啡、印度手绘、沙画DIY、巴陵荟、剪纸手作……9月26
日，岳阳市首个“创意市集”开市，近100名青年创客带着30多个
充满趣味的创意项目以及近1000种产品，齐聚岳阳楼景区汴河
街“卖创意”，吸引近万市民、游客围观，构成一幅新的“上河
图”。

记者走进创意市集，门头、招贴画、推介宣传栏各具特色，
各式商品琳琅满目，还有卖家在现场表演魔术、陶艺等，引得人
潮涌动。来参加创意市集的，都是些年轻的艺术爱好者、设计师
及手工艺者。活动举办方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告
诉记者：“创意市集由政府搭台，将不定期举办，给初始创业者
和初研产品提供实验平台，还将组织创意项目（产品）征集评选
活动，对优秀创客给予奖励和扶持。”

“什么样的创意最抢手？”记者看到“曼海蒂·手绘”年轻摊
主严祎身着印度服饰展示手绘技艺，摊位上摆满了颇具异国情
调的饰品，现场还有印度舞表演，备受游客青睐，5名大学生创
客忙得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巴陵荟”则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巴陵戏的脸谱、服饰文化，融入玩偶、生活用品中，也获得顾
客点赞。“小强手作”摊主陈强卖产品并免费传手艺，2个多小时
卖了50多个“沙瓶画”……

市集现场，青年创客也给自己“打分”。致力于“填补地方特
色产品空白市场”的创客廖施奇及其团队，带来了泰国水芒果
等产品， 但销售不太理想。“创意与市场有差异， 我们会作调
整。”廖施奇感叹，“创意市集参与门槛较低，相信伙伴们会在集
市中得到锻炼，创建属于自己的品牌。”

百里长廊，杂交水稻制种忙
绥宁今年制种产业总收入可达3.2亿元，成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荒山野岭，广种金槐增收快
衡阳县力争3年发展10万亩，现已种植5.6万亩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八方来客， 商贾云集。9月24
日， 第三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投
资贸易暨新兴轻工产品展在郴州
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时30分，记者紧随人流来到
会展中心， 只见入口处一面超大
的电子墙很抢眼。 它是一面非常
有趣的“笑脸墙”，利用先进的面
部检测、人体检测、表情推测、闭
眼推测等技术， 自动拍摄人脸自
然笑容。被拍到的笑脸，将可实时
在“笑脸墙”上呈现。“没想到轻工
产品展这么科技感十足。”很多观
众抢着在电子墙上留“笑脸”。

“听说这次节会引进了笑脸识
别拍照互动和亚马逊森林主题互
动，非常有趣，我一大早就带着女儿
赶了过来。”市民王女士边说边和女
儿画着各种动物， 将电子桌面上的
动物填上美丽的色彩。画作完成后，

便是见证惊喜的时刻： 动物随之
“活”过来，在桌面上奔跑、飞翔！

除了高科技的互动体验之外，
电子商务的融入也是此次展会的
一大亮点。位于电子商务展区的永
兴电子商务区惹人注目，围了很多
观众。

桂阳展台则打出“湖南首个农
村淘宝试点县”的口号。湖南君士移
动互联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欧阳剑有条不紊地向观众们介绍
“智慧民生”平台安装程序与服务功
能：“注册登录我们的‘智慧民生’平
台，不但可以查到你的粮食直补、村
支两委的收支账务， 而且还可以发
布产品购销信息。”

一些从郊区赶来的农民朋
友,纷纷拿出手机尝试。

从桂阳展位右边出来， 便是
嘉禾利王刀具展位， 此处也被围
得水泄不通。前不久，有“江南铸
都”之称的嘉禾县，被授予“中国
铸造之乡”称号，这下使利王刀具
卖得更“火”了。

“科技感十足”
———“湘南投洽会”新兴轻工产品展见闻

南岳机场将新增3条航线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今天，衡阳南岳机

场传来喜讯，该机场继开通北京、上海、张家界3条航线后，将
新增三亚、昆明、西安航线。

衡阳南岳机场自去年12月23日实现通航后，前来乘坐飞
机的旅客越来越多。 今年8月， 飞往北京的航线满座率达
87%。张家界航线开通后，首月满座率达76.6%，均超航空公
司预期。为满足更多旅客需求，9月26日，衡阳市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了南岳机场新增航线的提请， 争取在今年10月底，最
迟在今年底，新增飞往三亚、昆明、西安的3条航线。同时，衡
阳至上海航线将加密至每天一个航班。

新闻集装

湘潭完成社保卡发放120万人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曹辉 蒋睿 李荀龙）9月25日，国

家人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宋京燕一行来到湘潭，实地了解该
市社会保障卡发放和应用情况，对社会保障卡建设工作进行
督导。 近年来，湘潭市人社局“一手抓发卡、一手抓应用”，全
面推进社会保障卡建设各项工作。至今年9月底，已完成社保
卡发放120万人，已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78万人。

湘潭市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陈铁平告诉记者， 去年8
月，湘潭市被国家人社部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卡综合应用试
点示范城市。今后，他们将扩大社保卡应用领域，力争把社保
卡打造成湘潭市“智慧民生”的核心平台。

茶恩寺镇志愿者关爱留守儿童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曹辉 蒋睿）日前，湘潭县茶恩寺

镇党委书记彭积春再次来到该镇湘衡村王晓恩的家中，询问
她的学习、生活情况。王晓恩告诉记者，这已是彭积春作为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本月第2次来看望她了。
据了解，该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过程中，发现像

王晓恩这样的留守儿童还有许多。镇计生办联合学校、村将这
些孩子的信息进行汇总，并在计生协会、企业、政府干部中发
动组织成立“关爱留守儿童”志愿队伍，镇党委书记也是志愿
者之一。 近年来，该志愿队伍多次组织慰问活动，今年以来共
组织慰问留守儿童近百人，送去各类慰问品金额上万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27日

第 2015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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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040 188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45 173 128885

0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9月27日 第2015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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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74660050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7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964833
9 1465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38
69412

1314518
6013782

55
2746
50950
226782

3000
200
10
5

1205 07 08 19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