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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实 黎牧 ） 今天，岳
阳市民周卫宇在云溪区办税服务厅，
不到20分钟在同一窗口办完了国税发
票认证和地税个人所得税缴纳。 谈及
“融合办税”新变化，岳阳市国税局局
长李石道称，不仅方便纳税人“到一扇
窗，办两家事”，在国地税深度合作助

推下， 全市国地税部门税收收入稳步
增长，一季度增长均超15%，双双实现
“开门红”。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纳税人办理涉
税业务“多头跑”、信息交换不顺畅等问
题凸显。去年来，岳阳国税地税部门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共设窗口、 业务联
办，逐步融合双方业务。率先在君山区、

屈原管理区、 云溪区挂牌国地税联合办
税服务厅（室）；在各县（市）区采用互设
窗口、互派人员，实行“派驻式”办税模
式，并将改革创新触角延伸至乡镇分局，
实现融合办税全覆盖， 铺设了一条便民
办税“快车道”。国地税部门通过增加pos
机数量、优化征管系统网络、简并涉税事
项等措施，助力国地税办税深度合作，实

现办税过程二合一、 征纳成本双下降和
管理服务两提升， 办税业务普遍提速超
30%。

以融合办税为契机， 岳阳国地税部
门进一步共享涉税信息，整合执法力量，
强化税源管理。国税、地税一季度税收同
比分别增长15.03%、17.5%， 增收5.96亿
元、3.7亿元。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凌春舜 欧阳夕 周媛） 游览大
京风景名胜，徜徉四季花海农庄，闲逛
明清风格街区， 喜看服饰产业蒸蒸
日上……4月12日，记者来到株洲市芦
淞区白关镇，感受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
乡村古镇的迷人风采。

白关镇地处湘东赣西交通线上，
远在五代时因兵家设关而得名， 南宋
时开通长醴驿道，沿途五里一墩、十里
一铺，至今古韵犹存。近年来，株洲市

实施城区扩容、产业振兴“东提”战略，
白关镇抓住机遇， 以建设中的东城大
道为主轴，东承株洲市区，西联株醴新
城，建设花海旅游新镇，打造国际服饰
名城，着力建设乡村新型城镇。去年，
该镇跻身全国首批建制镇示范试点镇
行列。

从去年起， 白关镇计划3年投入近10
亿元，探索建立多规合一联动、创新创业多
元投入、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市民化服
务四大机制，以此推进工业园区化、农业休

闲化、服务均等化，不断拓展服饰产业集聚
区、休闲农业观光区、城镇公共服务示范区
一镇三区发展空间。

目前，白关镇服饰产业集聚区已建精
工厂房近30万平方米，吸引卡尔菲特等10
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入驻。同时，加快实
施四季花海农产品交易中心、 大京风
景区提质改造等项目， 带动休闲农业
观光区整合提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21个、休闲农庄10多个。

最近， 大京风景区入列全省百个

特色小镇。休闲农庄“汉唐周庄”创办人周
剑高兴地说，今年政府创新开发模式，筹建
一三产业融合引导基金，引导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共建全域四季花海旅游基地， 壮了
集体、旺了农庄、富了农民。

村里来了巡视组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尹世禄 李光平

“35米、14米、214.2米、318米、164米、170米……”4月13
日，省委巡视组第八组检查组人员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
镇谢家湾村对该村开展扶贫资金巡视大检查。

该村秘书李江介绍，巡视组工作人员用皮尺和里程测量
仪一步一米地测量每一条村道的数据，检测扶贫数据是否与
上报的数据一致。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目前尚有
5.83万贫困人口。2013年至2015年， 共下拨扶贫资金1.1亿多
元。

据了解，4月7日，省委巡视组第八组进驻江华，把扶贫资
金的管理使用作为巡视重点，从县财政、审计等有关单位抽调
65名工作人员分成7个组， 分赴全县16个乡镇117个村， 对财
政、扶贫、发改等11个县直部门共1113个扶贫项目进行“地毯
式”检查，将严肃查处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

巡视组检查人员介绍，将从扶贫资金管理，扶贫项目公告
公示，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的问题和虚报冒领、
套取扶贫资金等8个方面进行逐一核实确认，如某一方面出现
问题将严肃查处。

“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省委巡视组对抽调人员就工作目
标、检查对象及范围、检查内容、重点检查事项及办法等5个方
面进行了专门的业务培训。”被抽调的工作人员唐子凌说。

同时，巡视组还制定了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十二条”纪律，
严禁增加基层负担， 所有参加扶贫专项资金清理检查的工作
人员向巡视组递交了承诺书。如有违反工作要求，隐瞒问题，
串通作假，敷衍了事，玩忽职守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果是这次检查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要认真总结扶贫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出合
理建议，为全省精准扶贫献计献策。”省委巡视组第八组组长
郭树人一席话为这次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定了调。

浏阳近3000万元
奖励经济发展功臣

蓝思科技去年上缴税收13.18亿
元，获100万元重奖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继斌 李
圣景）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上缴税收13.18亿元，领跑
浏阳所有企业。在昨天的浏阳市2015年度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突出贡献奖励表彰会议上，浏阳市政府给予蓝思科技100万
元的重奖。当天，浏阳共拿出财政性资金2952万元，奖励对经
济发展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企业。

此次兑现的奖励涵盖企业税收贡献奖、 财源建设奖、金
融工作专项奖等14个奖项。 在促进花炮产业集群发展专项
奖上，中州烟花有限公司因兼并重组，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
司因机械研发推广、鼎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因积极发展运输
物流而获奖。在兴工强市专项奖上，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独占鳌头，以奖励这
两家公司在产业平台建设和企业品牌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

2015年浏阳市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9亿元，增
长13.2%，增速继续保持省市前列。引进项目190个，其中50
亿元以上项目3个，实现市外境内到位资金143.5亿元。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陈再兴 ）今天下午，平江
县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农村淘
宝”合作协议，标志阿里巴巴集团麾下
的农村淘宝项目正式落户平江。

据了解， 平江县目前还有贫困人口
11.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10.7%。该县顺应
“互联网+”的发展大势，扎实推进电商进
村入户、电商致富等工作，并对电商营销
精准布局。按照“一村一品、一户一策”的
要求，围绕平江特色食品、特色旅游、特色
农产品，培育平江特色网络品牌。通过“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地+贫困农户” 模式，
让贫困农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结成利益共同体，促进精准扶
贫对象就业创业。同时，加大对精准扶贫
户培训学习力度，已对300余人进行了电
商业务培训。

借助阿里巴巴集团农村淘宝项目
这一载体，平江加速推进精准扶贫与脱
贫工作。目前已有1300户精准扶贫户参
与到农村淘宝中来， 将有300余户精准
扶贫户开淘宝店，预计1300户贫困户将
实现拖动小鼠标撬动脱贫“致富梦”。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师）4月15日，记者随桂
阳县国土资源局工程师陈国彪，来到
桂阳县樟市镇舍市村龙家组，探寻散
布在丘岗上面的古生物化石。陈国彪
介绍， 这些化石距今至少已有1.9亿
年。

舍市村距离桂阳县城10公里，位
于舂陵江国家湿地公园和大石岭附
近。“前不久，我们进行国土资源调查
时，在两座马鞍形的石灰岩山顶上分
别发现了远古化石， 化石种类有两
种，即珊瑚虫和海螺。”陈国彪说，他
们还发现了疑似珊瑚虫排泄物（分泌
物）的堆积层。这些化石距今在1.9亿
年到3.5亿年之间，零星分布在数千平
方米范围内。目前，在大石岭一带发
现的珊瑚和海螺化石全部裸露在石
灰岩表层，破碎风化现象较为严重。

据了解， 这片裸露地表的化石
群是桂阳县境内迄今发现的面积最
大的古生物化石群， 石头里面的古
生物形态以截面形式呈现出来，栩
栩如生，十分有趣，生动展示了当时
的生物环境。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彭平波 印尧）4月15日，记者从
汉寿县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
悉，该县日前与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就基因技术应用项目，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今后，双方将共建国家级环洞
庭湖濒危、珍稀动植物资源基因活库及
国家级洞庭湖濒危、珍稀动植物湿地公
园。

汉寿县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3万公顷，2002年列入了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是我国内陆通江湖泊湿
地的典型代表，被誉为珍稀、濒危物种基

因活库。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西洞庭湖
生态保护，采取广泛宣传、湖洲清理、退
林还湿等综合整治措施，并对湿地生态
环境和越冬候鸟保护进行社会化管理，
逐步完善了“政府统管、部门配合、乡镇
协助、协会引导、社会参与”的社会化管
理机制，使西洞庭湖生态得到不断恢复。

近3年来， 西洞庭湖保护区内新发
现鸟类12种、鱼类2种。目前，西洞庭湖
水质已达国家Ⅱ、Ⅲ类标准，通过监测记
录到国家一、 二级保护动植物50多种。
此次政企开展合作，将更好保护西洞庭
湖生态，并加速生命科技相关产业发展。

曹辉 蒋睿

“两个女儿纷纷出嫁，丈夫去世后，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仅靠种田得来的
一些微薄收入过日子， 生活相当贫困。
感谢文书记对我的关照，帮我申请各种
生活补助， 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多了。”4
月14日，韶山市韶山乡平里村村民肖金
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她嘴中的“文书记”便是全国道德模
范文花枝。

平里村位于韶山乡中心位置，今年
3月13日由原来的韶西村和韶东村合并
而成。全村共有780多户，其中44户被列
在册贫困户。2015年， 这里被确定为省
定贫困村和湘潭市级扶贫村。

2015年5月10日，文花枝“临危受
命”， 作为湘潭市旅游局扶贫专干被派
往平里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首要
任务就是进行精准扶贫工作。

翻开文花枝的帮扶名册，帮扶对象
的姓名、家庭情况、帮扶措施、身份证号
码、联系电话都被一一记录在案。经过
近一年的工作，44户在册贫困户完成基
本脱贫。文花枝说，虽然基本完成脱贫，
但是今年还会对他们继续进行帮扶，防
止出现“返贫”现象。

“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不意
味着村子整体经济状况就得到了提
升。”文花枝告诉记者，根据村子的实际
情况她制定了《帮扶工作三年行动计
划》。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善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成为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花枝书记为了村子里的事绞尽脑
汁，扎实肯干。”合并后的平里村村支书
杨建军、 副书记何长华介绍，2015年是
村子变化最大的一年。这一年，他们村
开启了主干道拓宽项目，完成了自来水
通水工程，启动了双江桥危桥改造和平
里塘堤坝修建， 成立了农业种养合
作社……“要完成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民生工程， 不是花枝四处奔走，向
各个机关单位积极‘游说’，对于一个没
有集体经济来源的村子是想都不敢想
的一件事。”

“这里离韶山核心景区只有2公里
远， 我们希望通过开发农家休闲中心，
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扶贫富民中的作用，
将平里村打造成一个绿色乡村生态旅
游目的地。”临别前，文花枝向记者描述
了平里村发展的规划方案。 她自信地
说：“2017年底我们要实现省定贫困村
‘摘帽’，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万
元以上。”

岳阳“融合办税”获双赢
一季度国地税税收增长均超15%

千年古镇成全国示范镇
芦淞区白关镇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型城镇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0400
1 419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9
582
8443

10
19
240

210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704
96951

305
273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4月15日 第2016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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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106 11 23 26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4月 15日

第 2016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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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1040 481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64 173 166772

2 71

阿里巴巴挺进老区“淘宝”
平江借电商加速推进精准扶贫

汉寿政企联手保护西洞庭湖生态

文花枝：
建功贫困村

桂阳发现古生物化石群
距今1.9亿年至3.5亿年之间

右图为珊瑚化石。 秦巴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