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最大汽车涂料
生产基地开工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陈文
平） 今天上午， 湖南湘江关西涂料有限公司搬迁新建项
目在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开工， 该项目
是今年长沙市重点工程， 建成后将是全国最大的汽车涂
料生产基地。

湖南湘江关西涂料有限公司于1995年由湖南湘江
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日本关西涂料株式会社、 日本朝
阳贸易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成立。 该项目用地356亩，
建成后可年产水性汽车涂料18万吨、 树脂6万吨， 年
产值达50亿元。 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预计于2018年
6月建成。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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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 13℃～15℃

吉首市 小雨 11℃～14℃
岳阳市 小雨 12℃～15℃
常德市 小雨 11℃～14℃
益阳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12℃～15℃

怀化市 小雨 12℃～14℃
娄底市 中雨转小雨 12℃～14℃
邵阳市 小雨 13℃～15℃
湘潭市 中雨转小雨 12℃～14℃

株洲市 中雨转小雨 12℃～14℃
永州市 小雨 15℃～16℃
衡阳市 小雨 13℃～15℃
郴州市 小雨 15℃～20℃

今天，阴天有中雨
明天，小雨
北风 2~3级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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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讯 （记者 李寒
露）眼下正值秋冬种植黄金时节。记者11
月上旬从连续举办了两届“万亩油菜花
节”的常德市鼎城区十美堂镇了解到，当
地尝到了甜头的农民已将油菜移栽完
毕。而在两年前，这里还有很多杂草丛生
的撂荒田。 得益于政府实施土地整治项
目，这里实现了田成方、路成网、树成行、
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为发展乡村特
色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 常德市转变土地整治观
念，跳出“农”字抓土地整治，努力通过

土地整治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态环境。在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的同时，更加
突出生态环境、美学价值、文明价值和
旅游价值； 始终如一狠抓项目建设质
量，充分发挥农民监督作用，让全市土
地开发整理工作更贴民心，更有利于兴
农富农。

土地整治项目涉及范围广、资金多，
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近些年，常德市坚持
透明运作，明确工程质量和干部廉政“两
条红线”，从项目招投标、工程质量监管
到竣工结算都有章可循。项目建设中，严

把规划设计、施工标准、项目工程质量监
督等关口，制定巡查督导制度，巡查人员
每月定期、 不定期下项目工地不少于10
天。同时，充分发挥项目区所在地村组干
部和群众的监督作用， 从村民中选出工
程质量监督员，在项目实施阶段，每天带
着尺子在施工现场巡查， 发现质量问
题就与标段负责人联系， 若不能得到
解决，就记录下来，及时向土地开发整
理中心汇报。

近3年来，常德市立项实施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200多个， 总投资18

亿多元，建设规模达90多万亩。通过土地
整治，昔日“一雨便涝，一晴便旱”的“望
天收”地变成了高产田，推进了农业集约
化、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沅澧大地，
呈现一派“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的美好景象。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瑛 黄沈培 ）今天，芷江
侗族自治县冷水溪乡向家园村肢体残疾
人杨春华看着自家5000羽鸭子长得好，
心里乐滋滋的，感到脱贫有望。她向记者
介绍，在县残联牵线搭桥下，她与芷江民
丰农牧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由公司无
偿为她提供场地、种苗，年底由公司统一

回收成品鸭，一年可获利3万余元。
今年来， 芷江将农村贫困残疾人作

为重点帮扶对象，因人因地施策，针对不
同贫困原因采取不同帮扶措施， 让残疾
贫困人尽快脱贫。 县里从增强贫困残疾
人“造血”功能入手，定期进行培训，送技
术到田间地头。并组织致富带头人、技术
能手等经济能人，与贫困残疾人结对，以

“帮、包、带、扶”的方式，在项目、技术、信
息、资金等方面进行帮扶。同时，通过资
金扶持、 小额贷款贴息、 提供就业援助
等，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芷江还通过完善“企业+基地+残疾
人”、“合作社+残疾人” 等有效组织形
式， 组织贫困残疾人及其家人以企业、
基地、合作社等组织为平台，以提供劳

务、土地入股、产业扶贫资金入股、生产
合作、产品回收等方式，参与产业化经
营，并把芷江民丰实业有限公司、宏源
桃业专业合作社等15个农业产业化公
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扶贫、就业
基地，涉及种植、养殖、手工艺等多个行
业。目前，全县已有220余名残疾人实现
稳定脱贫。

少收三五斗，
多赚几千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卢静 刘鹏

“我今年两亩中稻虽然只产500多公斤稻谷，但收益达到
了6000元。我明年还要多种几亩田。”11月16日，桃江县修山
镇修山村村民钟庆丰对记者说。

按国家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50公斤稻谷的收入在135
元左右。 为何钟庆丰500多公斤稻谷却有6000元收入呢？钟
庆丰说：“这要感谢苏技术员。”

苏技术员名叫苏伟，是桃江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他从
事稻鸭生态种养技术研究10多年。去年，苏伟带着技术来到
修山村。修山村三面环山，只能种一季稻，种粮收入低，村里
壮年男子大多外出打工。苏伟选择修山村，是因为他把这里
的土壤和水送到中国农业大学检测，各项指标符合绿色食品
生产要求。于是，他和桃江县羞女山笋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
作，带领村民搞稻鸭生态种养。

刚开始，村民不相信稻田里养鸭能赚到钱。苏伟走家串户，
说服3户村民先试一试。合作社无偿提供鸭苗、种子、有机肥等，
村民只需按照合作社制定的技术要求种好自家农田。当年收了
稻子后，合作社以高于市场3倍的价格收购。年终一算，3户农户
一亩稻田平均比原来多收入1000多元。 加上田里养的鸭子，田
里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原来3年的收入。消息传出，今年一开春，
山脚下10多户村民找到苏伟，也要求和合作社一起干。

苏伟说，采用稻鸭共生技术，稻田不要除草，也不要打农
药。合作社在6月初水稻开始分蘖时，把鸭苗放到田里去，鸭子
不断地在禾苗间活动，既能中耕除草，还把虫卵、若虫菌丝等吃
掉了，起到了“田间卫士”的作用。当10月中旬稻谷成熟时，鸭子
也长大到1.25公斤左右，可以上市了。一般一只鸭可卖50元钱。

羞女山笋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杰洁说：“这种米在
市场上俏得很，一公斤可卖36元。在今年稻谷刚被收上来时，长
沙一客户就交了买5000公斤米的订金。”

钟庆丰说，他在外面打工近30年，今年被妻子王卫娥劝
回来种田。虽然种田比打工要辛苦一些，但是不用在外面漂
泊了。村里已有500亩田搞起了稻鸭生态种养，一些原来抛荒
的田也重新种上了稻谷。

湘西历史文化与沈从文研究
里耶基地挂牌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胡域）11月
14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共同成立的

“湘西历史文化与沈从文研究里耶基地”， 在龙山县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里耶正式挂牌。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海春、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何锡章、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
明、著名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教授，共同出席了挂牌仪式。

同时， 沈从文与湘西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里耶秦简博
物馆召开， 与会50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中山大
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大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大家对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边城》等名篇，从多
角度、多维度进行了审视与评价。专家们还建议成立沈从文文
学研究会。

湖南日报 11月 1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谢程
鹏 颜石敦 ）“难道我的钱就
不是钱吗？ 我觉得你们给我
定的税不合理。”近日，一个
体户怒气冲冲走进郴州市苏
仙区国税局大厅。 正在大厅
值班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
他， 经过一个多小时耐心讲
解，得知定税合理合法后，他
心平气和地走了。

苏仙区国税局担负着近
5000户纳税人的税收征管和
纳税服务工作， 征收任务重，
执法风险大。为此，今年来，该
局认真梳理税收执法行为，凡
与规范不符的全部进行调整，
统一执法口径与标准。并狠抓

各项优惠政策落实， 该免的
免、该退的退、该减的减，已依
法为纳税人减免税额1亿余
元。同时，严格实行内控监督，
对所属税源管理部门税收执
法情况进行定期督察。利用公
开栏、微信、短信等向纳税人
公开投诉电话， 进行外控监
督。还制订税收执法责任追究
制度，根据责任人执法过错情
况，分别予以批评教育、书面
检查、通报批评等处理。

今年1至10月， 苏仙区国
税局税收执法信息系统共预
警18874笔执法行为， 执法过
错仅 2笔 ， 执法正确率达
99.99%， 赢得纳税人一片赞
扬。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
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谭顺芝
阳新 陆元连）相约衡南宝盖，
共赏银杏芳华。11月13日，在
“湖南银杏第一镇”———衡南
县宝盖镇，2015中国·衡阳乡
村生态旅游节暨衡南宝盖银
杏文化节开幕，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观赏自然风光，品尝农家
美食，寻找美丽乡愁。

这届节会以“生态生活·
乡约乡游”为主题，由省旅游
局、衡阳市政府主办，衡阳市
委宣传部、 衡阳市旅游外侨
民宗局与衡南县委、 县政府
承办。开幕当天，举行了一系

列活动。在宝盖镇银杏广场，
上演了“衡阳美”、“泉湖二月
八”和“宝盖，我美丽的家乡”
等颇具乡土特色的歌舞和民
俗节目。 在银杏广场周围和
游客服务中心， 举办了衡阳
市旅游商品暨特色农产品展
销会和“大美衡阳、 生态宝
盖”旅游书法摄影展，引来不
少游客。在万亩银杏公园，举
行了一场由500名选手参与
的“乐跑”健身大赛。在绿野·
芙蓉山庄， 由100人参加的
“芙蓉杯”汽车越野挑战赛火
热开赛。当天，宝盖镇景区游
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

湖南日报 11月 16日讯
（徐 德 荣 黄 能 彭 斌 曾 朝
阳 ）11月15日，《中国传统村
镇协同保护与发展南岳共
识》（简称《南岳共识》）在衡
阳市南岳区发布 。《南岳共
识》 强调对传统村镇文化遗
产进行数字化保护。

《南岳共识》共10条，呼吁
政府部门、各学科领域及社会
各界共同加入到传统村镇保
护与开发中来， 因地制宜、彰
显个性，采取多元化、多样化

方式注重整体保护，避免旅游
开发过度商业化，打造充满诗
意、舒适美好的人居环境。《南
岳共识》还倡导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促进网络虚拟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低碳、绿
色、环保和资源永续利用的目
的。 以数字化形式“留住乡
愁”， 为传统村镇保护与开发
提出了新的思路。此次发布会
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学
专业委员会、衡阳师范学院等
单位联合主办。

沅澧大地家园新
常德土地整治兴农富农，3年实施项目200多个，总投资18亿多元

倾情倾力残疾人
因人因地施策，多种形式帮扶，芷江一批残疾人实现稳定脱贫

品尝农家美食
寻找美丽乡愁
衡阳举办乡村生态旅游节

5000户纳税人
齐点赞

苏仙区国税着力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中国传统村镇保护与开发
《南岳共识》发布

记者在基层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006080
0 2605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82
888
9951

18
25
276

203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905
118176

385
321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5年11月16日 第2015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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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815 19 20 25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11 月 16日

第 2015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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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1040 408720

组选三 455 346 157430
组选六 0 173 0

0 80

11月16日，嘉禾县珠泉镇城关中心学校，学生在校园流动图书棚里阅读书籍。今年，该县开展“书香
嘉禾”活动，通过组织图书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形式，营造全民读书的良好氛围。 黄春涛 摄

“流动图书”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