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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徐
亚 平 通讯员 蒋 海 兵 ）6月 13日 7
时，载有216标箱烟花的华航8号驶
离岳阳新港，开往上海外高桥，再接
力运往海外。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
集团董事长林军华称， 今年前5个
月， 该集团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45326标箱，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3465万元， 实现了集团主营收入、
集装箱吞吐量、净利润逆势上扬；岳
阳新港首次实现扭亏为盈， 走出连
续7年亏损的困境。

岳阳坐拥湖南境内163公里长

江黄金水道，可为湖南对接世界出
大力。2012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整
合岳阳港、长沙港以及省内其他港
口资源，与全国最大的港口企业上
港集团合作组建城陵矶国际港务
集团。2014年12月29日， 省政府与
上港集团正式签署 《合作框架协
议》；去年5月13日，湖南城陵矶国
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今年1
月8日， 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正式
运营。

岳阳市委、市政府主动作为，提
出“搬”、“提”、“扩”、“控” 四字方

针，出台多个相关文件，推进湖南城
陵矶港务集团的组建进程。 港务集
团肩负整合湖南港口资源、 建设长
江中游枢纽港、 发展湖南长江经济
带的重任，致力建设安全港口、绿色
港口、活力港口，确立了湖南航运模
式的发展方向：即以岳阳为母港，长
株潭、衡阳、常德为喂给港，实现常
年水中换装的模式；让本地
航运企业向船舶大型化、规
模化发展以提高竞争力；缩
短外贸货物运输时间，降低
舱位成本； 实现两港联动；

加大航班密度， 打造湖南航运品牌
效益。

目前， 港务集团充分发挥管理、
市场及资源等优势， 按照标准化、规
范化、信息化、精益化、系统化要求，
有计划实施重点港口建设， 实现提
质、升级、增效，构建湖南快捷高效的
集疏运体系。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徐
德荣 通讯员 李英姿 李生成 ）“5
月31日提交申请， 只用7天便取得
了项目备案文件和工程规划许可
证， 这种速度令我们惊喜！”6月6
日，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公司正负
1100千伏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装
备研发制造中心项目经衡阳市政
务服务中心统一受理、 牵头协调、
并联审批，7天得以获准。 而在以
往， 同类项目拿到规划许可证，要

等两个月以上。
据介绍，以前一个建设项目从

立项、征地到竣工验收、办理房产
证，需经多个部门、科室及二级机
构等审批。 不少项目从立项到开
工， 审批就需180个工作日甚至更
长时间。衡阳市政务中心主任戴新
贤介绍，该市自今年初启动建设领
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取消或
暂停一批中介服务前置及审批、对
部门审批时间进行压缩、对审批流

程进行整合、 对受理资料大量精
简， 从而大幅提高了审批时效。通
过改革，该市将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整合为立项、用地审批、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综合验收5个阶段，实行
统一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现
在，该市政府、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总时限分别控制在60个、47个工作
日内，比以往提速67.6%、74.6%。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衡阳市
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立项目建设代办

服务中心，审批事项在联合登记窗口
“一个窗口进出”，并推行全程免费代
办制。 项目业主申报与查询反馈结
果，直接与项目代办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对接联系，无需直接与审批职能部
门打交道。同时，市监察局、市政府督
查室和市政务服务中心同步启动相
关监督考核工作，对工作缓慢、违规
操作、相互扯皮，以及不按规定流程、
时限、方法实施审批的单位与人员予
以追责。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黄文江 彭竹峰）今天
是第13个“世界献血者日”，岳阳市
举办无偿献血先进典型表彰系列活
动。 岳阳市政协主席陈奇达与市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徐新启为王永林
等10位无偿献血志愿者“形象公益
大使”、巴陵石化公司等50个“公益
团队”、付四光等20组无偿献血“公
益家庭（情侣）”等颁奖；同时，20位

无偿献血大学生得到助学资助。
随后，岳阳市副市长、市红十

字会会长李为与市卫计委主任彭
纲要等领导干部和爱心市民踊跃
无偿献血。岳阳各县（市、区）当天
同步开设了无偿献血活动分会场，
共有近500人献血17万毫升。 活动
现场， 市卫计委组织专家义诊，市
中心血站开展免费测血型、 量血
压、乙肝检测等。

“不跟风爱自游”
温泉之乡免费自驾游
6月17日开团
去中国汝城，
来一场深呼吸之旅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本报记
者 )没有了城市喧嚣，没有了闹市
浮尘，只有“云自无心水自闲”的翠
绿景致， 只有古道沧桑的村落、森
林公园里的植物王国。 本周五上
午，“不跟风 爱自游 ———温泉之
乡·中国汝城深呼吸之旅”将开团，
17日至19日 (3天2晚 )豪华车队将
一起穿越最美乡村、 领略森系美
景，踏上回归大自然的“深呼吸“之
旅。

我们寻找20位年满20岁的自驾
爱好者、瑜伽爱好者或摄影发烧友，
只要你拥有一台性能优越的SUV,�
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 活动咨
询热线15674934810(刘先生)。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白茶庄
园、飞龙寨大瀑布、金山古村、热水
温泉……不少市民打来电话咨询，
对这场精心踩点过的旅行充满期
待。为此，本报记者专访汝城县委
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黄毅，请其
讲解这场旅行的幸福极点、秀美风
景、人文风光、美好意义。

“汝城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有被誉
为‘湘南九寨沟’的飞龙寨瀑布、‘石气
生烟火、潭声若沸汤’的热水汤河、‘南
岭植物王国’的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
竹海、石板路、清新的空气、湍急的河
流，犹如仙境，浮世烦恼，皆可抛诸九
霄。”黄毅自豪地介绍。

此外， 汝城还有着历史悠久的
人文景点、故事。有仿宋四合院式建
筑砖木结构的濂溪书院，前临秀溪、
后倚青山、 松涛白云流水锵然；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
统村落”、“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的
金山古村：6座古祠堂、95栋明清古
民居、青砖青瓦、马头墙、工艺精湛
的砖、石、木雕。

汝城县城往东30多公里的热水
镇，潺潺流淌的热水河穿城而过，河
床上泉水汩汩而出、 升腾的水汽蒸
腾如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
落九天。26米宽、 直泻135米的九龙
瀑布，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气势如
虹、水声如雷；保存完整的原始次生
林群落及低海拔沟谷阔叶林， 拥有

华南地区负氧
离子含量最高
的 景 区———九
龙江国家森林
公园， 被誉为
“南岭植 物 王
国”。

“黄金水道”显现“黄金效益”
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主营收入、集装箱吞吐量、净利润逆势上扬

衡阳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大提速
政府、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分别提速67.6%、74.6%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平 李飞

6月14日，记者到石门县西北山
区维新镇采访。青山环抱，碧水映带。
隐藏在碧水青山深处的， 是一个土
家人聚居的古镇。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但交通闭
塞、产业基础薄弱，当地部分群众生活
仍然困难。去年底，维新镇观峰山村被
列为常德市委新一轮扶贫帮困村。

半年来， 常德市委驻观峰山村
帮扶工作队从调研入手， 因地制宜，
在精准“识贫”、结对帮扶、精心建档
和项目建设等方面务实推进扶贫攻
坚。特别在精准“识贫”上，从细处发
力， 对全村所有贫困户建档立卡，每
户入户调查走访1至3次， 拍摄影像

资料。并召开片区会议，广泛征求意
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拟定的新
一轮结对帮扶对象进行民主评议。
公开、公正、透明，最终确定结对帮扶
困难户133户285人。

村民唐耿建今年46岁， 患有冠
心病，其妻子身患败血症，女儿智障，
儿子上初中， 家中还有年过八旬的
父母，生活十分困难。在精准“识贫”
中， 唐耿建一户被定为结对帮扶对
象。今年初，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也
被定为常德市委驻观峰山村帮扶工
作队后盾单位之一， 唐耿建成为常
德分社结对帮扶对象。

6月14日上午，记者随驻村工作
队队员、镇联村干部、村支部书记等
人，来到唐耿建家。他家原来的危房
已拆除， 将在近期启动的异地扶贫

搬迁项目中解决其居住问题。 此时，
唐耿建一家住回了其父唐济志建在
村部所在山峰北侧的老屋。

拿出结对帮扶手册，记者按民情
登记本里要求的内容一一询问、记
录，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期间，一家人
脸上也有会心的微笑，但更多的是他
们对摆脱困境的强烈渴望。

当天，记者从常德市委驻石门县
帮扶贫困村工作交流会上获悉，在观
峰山村， 投资80万元的新村部楼即
将开工； 投资50万元的堰塘水池工
程已经动工； 投资124.8万元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已平整场地，只等开
工； 新建的4栋烤烟房和3个仓库可
投入使用，300亩烤烟即将收获；将
开展的3000亩油茶低改， 已进行两
轮人员培训……

精准帮扶观峰山

岳阳近500市民昨天献血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月 14日

第 2016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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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1040 705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46 173 267458

6 1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14日 第2016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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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916293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5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10000000
5 37462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21
50081

1035277
7036081

53
1920
40791
258922

3000
200
10
5

0119 23 28 31 32

蛋鹅觅食
6月14日，澧水河澧县小渡口镇江湾河段，成群结队的蛋鹅在波光粼粼的水中觅食，形似一个“和”字。 周献坤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陈永刚 曾
迪 李龙）大型摊铺机将60多吨灼热的
沥青砼缓缓洒到路面，20多吨重的压
路机随即跟上碾压，一条平整、冒着热
气的沥青路面出现在人们眼前。 昨天
上午， 长沙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地面辅道开始最上一层沥青的摊铺。

昨天开始的首段沥青摊铺位于金
鹰路至三一大道东侧辅道， 全长约

550米，摊铺面积约8850平方米。上海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万家丽路快改项目
部常务副经理刘阳介绍， 铺好后的沥
青路面堪比高速公路，平整度高，发出
的噪音也小，行车非常舒适。

根据天气情况以及现场工况，
上层沥青摊铺施工预计在8月上旬
全面完成。在沥青摊铺期间，万家丽
单侧辅道将实行部分封闭。

长沙万家丽路辅道开始沥青摊铺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2013
年至2015年期间， 泸溪县武溪镇社
会事务服务站站长梁某从镇财政所
领取廉租房租赁补贴资金265000
元，实际发放247000元，通过伪造12
户名册的方式冒领18000元，并将冒
领的18000元用于个人开支，县纪委
对梁某进行立案调查……” 近日，泸
溪县对8起“四风”问题和“雁过拔毛”
式腐败典型案件进行通报， 涉及参
赌涉毒、违规接受宴请，冒领廉租房

租赁补贴资金等问题。
今年以来， 该县坚持铁面执纪，

一寸不让，一篙不松，重拳整治违规
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 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参赌涉赌和吸毒涉毒、公私不分、
为官不为、执法不公“八大陋习”。在
开展常态化作风监督检查的同时，
紧盯重要节点和关键部门， 通过节
前廉政警示教育， 筑牢思想自律防
线，节中交叉联查，严防“四风” 反弹
回潮，节后严查上岗，释放执纪必严

信号等举措，推动全县良好作风落地
生根。

截至目前， 该县组织开展21次
专项监督检查，查处违规公款吃喝3
人次，违规发放津补贴或资金福利2
人次，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3人
次，公私不分1人，为官不为2人，参
赌涉赌9人，吸毒涉毒7人，10个单位
66人次因违反工作纪律、 会议纪律
被通报批评问责，对9个单位“一把
手”进行了诫勉谈话，对“雁过拔毛”
7人进行立案调查。

泸溪重拳整治“八大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