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何春林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水果卖完了，谢谢大家对彭先生一
家的关心……”1月21日上午，株洲市芦淞
区建湘路旁“天天鲜果”店内，一名男子指
着空荡荡的货架对陆续赶来的市民说。

这名男子是店主彭先生的老乡，彭先
生一家三口已于几天前遭遇车祸去世。

原来，16日晚10时许，30岁的彭先生
骑着一辆电动车，载着爱人和儿子出门办

事，行至一个交叉路口时，与一辆大货车
相撞，一家三口当场身亡。

惨剧发生后，彭先生的父亲悲痛欲绝，
只好一边处理儿子一家后事， 一边将水果
店委托一个老乡照看， 希望在春节前卖完
店中存货，以免水果腐烂再造成损失。

消息传出，许多市民在感到痛惜的同
时，也希望以实际行动帮帮这个不幸的家
庭。 于是，从17日起，不少市民陆续前来
“天天鲜果”买水果，有的还是从较远的地
方开车专门赶来的。

水果店门口，记者遇到湖南工业大学体
育学院教师李炎焱，他说，19日得知消息，他
就与寒假留守学校的10多个学生来到水果
店，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帮忙卖水果。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李炎焱说，自
己作为一名大学教师、 一名社会志愿者，
带领学生参与卖水果，就是要让学生们感
受社会的正能量。

“真要感谢那么多热心的株洲市民！ ”
代卖水果的彭先生的老乡说，由于市民热
心相助，店里2万多元水果4天就卖完了。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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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侯小芳）“村里很多村民
利用冬闲时间上山整地， 准备扩大油茶
种植。 ”1月15日，永兴县樟树镇小浦村党
支部书记曹检玉说，这几年，村里油茶种
植面积每年增加两三百亩，油刚榨出来，
就抢购一空，油茶成了村里的主要产业，
2015年给村民人均带来纯收入1200多

元。
近年来， 永兴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扶持油茶产业发展。 除向上级争
取油茶示范基地项目投入外， 县里安排
专项资金4800万元， 设立油茶产业发展
基金， 并鼓励油茶种植大户办理林权抵
押贷款。 同时，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引导
油茶经营户采取租赁经营、合作经营、农

户联合、自主经营等多种形式，推进油茶
产业化发展。 近3年， 全县发展拥有成员
100户以上的油茶专业合作社8家， 带动
1300余户农户种油茶；发展油茶种植与加
工企业11家，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方
式，共连接农户2600多户，新造油茶林5万
余亩，改造低产林10万余亩。目前，全县油
茶林种植面积达63.5万亩，并建成种植规

模在1000亩以上的油茶示范基地10个。
永兴县还在油茶精深加工上狠下功夫，

大力培育相关企业，延长油茶产业链，提高
油茶附加值。 目前，已引进源和油茶有限公
司等企业，建设了精深加工厂房，开拓了成
品销售渠道。 2015年，全县油茶产业创产值
3.06亿元，跻身“国家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基
地县”、“湖南省茶油大县”行列。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罗颖 刘小花）“一码一产品， 安全又
放心，不用担心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了，
今年炎陵黄桃等会销得更好。”1月14日，炎
陵县神农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
运成高兴地说。当天，炎陵县政府与杭州甲
骨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满天星点亮中国”
农产品防伪溯源计划， 启动建设株洲市首
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满天星”计划是2015年阿里巴巴集
团为电商打假而推出的防伪工程， 即为
每件商品贴上唯一“身份码”，可用手机
等扫码，进行产品溯源、防伪验真等，以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畅通安全销售渠道。
炎陵县实施该计划后， 将在农产品上贴
上防伪识别码， 消费者扫描上面的二维
码就可以查询产品名、产品特征、产地、
种植人、生长期施肥量等详细信息。

据了解，2015年，炎陵县成功跻身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以农村
电子商务产业园为载体、 以特色农产品
和文化旅游为核心品牌，打造了“互联网
+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的农村电商模式。
全县新开各类网店、微店1200余家，促进
了炎陵黄桃、红茶、白鹅、高山茶油等特
色农产品销售。 2015年，全县实现电子商
务线上销售额2亿元，比上年增长360%。

炎陵县电商办工作人员介绍，借助电
子商务，2015年该县所产365万公斤炎陵
黄桃只用20天就销售一空，且平均售价由
过去每公斤20元涨到27.8元， 果农人均增
收8500元，4000余人靠种植黄桃脱贫。

5分钟，
零食送到宿舍门口
6大物联网创业项目天心路演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陶芳芳 谢昌友）
今天上午，“走向万物连接的未来”———湖南
物联网创业项目路演专场在创谷·长沙国家
广告产业园举行。五金网、静静APP、联永智
能、妈贝街、宅小二等6个项目主要创始人依
次演讲，接受专家的提问和点评。

现场，各种创意层出不穷，迸发激情火
花。其中，“宅小二”引得关注。据了解，“宅小
二” 为校园O2O平台， 主要在每栋学生宿
舍找一个学生卖家， 以宿舍为仓储负责本
楼栋的配送， 为大学生提供零食日用等快
消品5分钟快速配送服务， 解决高校市场

“最后1米”的物流配送问题。 目前该应用
已覆盖长沙13所高校， 建立了65个线下试
营业点，服务学生用户超过1万人。

活动由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管委
会、飞马旅爱创业主办。 旨在以“创新创
业”双创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
动力转化，加快天心区“商贸老区、金融
强区、文化新区”建设。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东洞庭湖上3名毒鸟“惯犯”1年前
被抓，牵出一个由11名犯罪嫌疑人组成的
毒杀、收购、运输、销售珍稀水鸟的犯罪团
伙。 今天，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
理了此毒鸟团伙案， 并通过网络同步直
播，受到各界关注。

审理中，何某等7名落网犯罪嫌疑人对绝
大部分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案将择日宣判。

2015年1月18日下午， 犯罪嫌疑人何

某等3人驾驶装有毒死水鸟的渔船行至东
洞庭湖壕坝水域，被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获， 何某等3人
趁天黑弃船逃逸。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
现： 何某的渔船内藏有被毒死的小天鹅、
赤麻鸭、夜鹭、苍鹭、斑嘴鸭、赤颈鸭等受
国家保护鸟类63只。

案件发生后，省林业厅、岳阳市林业局
高度重视，责成岳阳市森林公安局联合东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全力

破案。 经查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
间，何某、钟某、李某购买克百威农药，伙同张
某、余某、涂某等犯罪嫌疑人，多次在保护区
内非法毒杀珍稀野生水鸟，并由何某统一收
购，后经李某等运输、销售至常德市汉寿县某
餐馆以及其他小贩，以此来获利。

1年来， 岳阳公安部门全力收集证据
及侦破、追逃，何某、钟某投案自首，李某
等5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 目前，仍有4
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城步青钱柳茶”
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饶兴军
记者 蒋剑平 戴勤）1月20日，在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组织的评审中，城步苗族自
治县“城步青钱柳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
请获得通过，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张家界获批“落地签”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姣 记

者 廖声田) 1月21日， 记者从张家界口岸
办获悉， 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同意在张家
界荷花国际机场口岸开展口岸签证工作。

口岸签证是外国人申请入境的一种
特殊方式，俗称“落地签”。 张家界荷花国
际机场口岸签证业务开通后， 外国人可
凭本人护照、 有关单位邀请函等证明材
料，当场办理签证，节省时间和费用。

湄峰湖湿地公园成
“国字号”试点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杨卫星 吴交
军 贺威）今天，记者从省林业部门获悉，
日前，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同意河北
张北黄盖淖等137处湿地开展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工作的通知》，涟源市湄峰湖国
家湿地公园名列其中。

湄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涟源市西
北部，地处雪峰山脉东麓，是湘江一级支
流涟水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源头湿
地，总面积508.6公顷。湄峰湖对于洞庭湖
与湘江流域大中城市的饮用水水质保障
与防洪调蓄具有重大意义。

株洲高新区发放
创新奖首超千万元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向峰
张彦）在今天举行的株洲高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共发放
2015年度创新奖1219.5万元， 发放金额首次突破1000万
元。 其中时代新材获奖139.4万元，是这次获奖额最高的单
位。 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各获奖50万元。

株洲高新区一直将创新作为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从
2007年起颁发年度创新奖， 至2014年已累计发放4000余
万元。政策激励，促进了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经济实力大幅
增强。目前，该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15家，省级51家。 2015年，全区财政总收
入跨越60亿元，比2011年增加30亿元，4年翻了一番。

株洲高新区此次颁发的2015年度创新奖， 比2014年
大幅增加459.1万元， 其奖励类型包括管理创新、 品牌创
新、技术创新类、金融创新。

春运期间

长沙预计发送旅客
1607万人次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甘抱朴）
一年一度的春运将于1月24日拉开大幕。 昨天上午， 长沙
市举行2016年春运工作会议， 对相关工作进行细致部署。

据预测， 今年春运期间， 长沙市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1607.3万人次， 同比增长2.3%， 占全省春运旅客量的
1/7。 其中， 铁路411.5万人次， 同比增长7.7% （其中高
铁277.5万人次， 同比增长14.2%）； 公路1093万人次， 基
本与去年持平； 民航102.8万人次， 同比增长7.5%。

长沙市春运办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运呈现几个主要
特点： 一是客流高峰呈阶段性， 节前民工流、 学生流、
探亲流相互叠加， 节后特别是正月初六前后务工、 探亲
客流高峰重叠。 二是天气形势较恶劣。 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春运期间降雪、 冰冻、 低温寒潮、 大雾等恶劣天气
将会频繁高发。 三是保畅通任务重。 随着人们消费理念
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旅客更注重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
不再仅仅满足于“走得了”， 而是要“走得好、 走得顺
畅、 走得满意”， 这将是旅客出行需求的新常态； 同时春
运期间自驾游、 农村家用车越来越多， 高速公路匝道和
农村中心集镇等新“堵点” 日益剧增。

为保障春运畅通，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各运输企
业， 充分挖掘现有运力潜力， 全市道路运输安排客运车
辆4000辆 （其中包车1290辆）， 铁路部门开行列车375列
（其中临客49列）， 黄花国际机场将保障运输航班1.95万
架次。 同时， 将建立信息共享、 措施联动、 预案对接的
大交通运输协调保障机制， 共同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油刚榨出来，就抢购一空”
永兴县跻身“湖南省茶油大县”行列，油茶林种植面积60多万亩

“一码一产品，安全又放心”
炎陵县“满天星”计划助特色农产品畅销网络，2015年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360%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杨华红） 今天凌晨， 湘西北海拔
1500米的高寒山区———石门县东山峰管
理区， 飘起鹅毛大雪， 最低气温达零下10
摄氏度。 不到4小时， 积雪厚度达10厘米。

面对这场冰雪， 东山峰管理区紧急
启动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一大早， 由50
多名机关干部组成的8个保电、 保水、 保
路应急小组分赴6个农业片， 帮助群众应

对极寒天气。 他们在10余处坡陡弯急的
路段设置警示牌， 安排专人执勤值班。
同时， 组织3个路面巡查小分队流动巡
路， 协助过往司机安装防滑链， 以确保
安全通行。

同时， 东山峰管理区干部在第一时
间深入230多户困难群众家中问寒问暖，
帮他们检修房屋， 维护水管， 还将230床
棉絮和160多件棉衣送到特困群众家里。

店主一家遭遇车祸离世———

市民“抢买水果”献爱心

天寒地冻人心暖

毒死受国家保护鸟类63只
岳阳公审东洞庭湖毒鸟团伙

� � � � 1月19日， 郴州
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为全省同行演示
混合浓缩血小板制
作过程。 郴州市在全
省率先开展混合浓
缩血小板的应用，其
特点是使用快捷方
便，科学合理利用了
血液资源。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华艳
摄影报道

普及用血新技术

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月 21日

第 2016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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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 1040 815360

组选三 544 346 188224
组选六 0 173 0

6 9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月21日 第2016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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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3751777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7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34871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27
48945
991696
9184860

22
1872
36659
339408

3000
200
10
5

0414 24 25 27 32

� � � � 1月21日， 东山峰管理区党委书记龚
云林（左一）冒着风雪为特困群众送棉衣
棉被。 杨华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