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王吉平 刘银冰）6月29
日，岳阳市君山区政府办党支部组
织部分党员干部来到该区敬老院
开展“党员服务日”活动，他们不仅
自费为老人们购买了鱼、肉、水果等
慰问品，还为老人们打扫卫生、整理
床褥。 这是该区党员以实际行动开

展“两学一做”的一个生动例证。
该区高标准、严要求推进“两

学一做”， 提出了开展“集中活动
日”，即三会一课日、党费缴纳日、党
员服务日。 该区将每月的第一个工
作日确定为“三会一课日”和“党费缴
纳日”，做到通读一遍党章、撰写一篇
心得、讲学一堂党课、交流一次体会、

干好一件实事、联系（帮扶）一名（困
难）群众，以规范具体的学习来增强
党员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意识。

至6月底， 该区各级基层党组
织已普遍开展了2次以上活动，认
领责任区239个， 认领责任段862
个，认领责任岗位8000多个，与困
难群众结对子1200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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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徐亚
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张小章）6月28日
上午，岳阳顺达物流公司老板高正坤
在中国电信岳阳分公司开通了12台
车的视频“对讲”功能，今后他可通过
云大数据中心“看云”，监视公司每台
车辆的安全运行情况。当天，岳阳“全
光网城市”挂牌新闻发布会上，岳阳
市副市长熊炜宣布，云大数据中心在
中国电信岳阳分公司落成, 这标志着
岳阳从此迈入全光网时代，宽带服务
能力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近年来，随着岳阳城市规模的扩

大，入驻企业多，进出口贸易量加大，
对大数据要求更加迫切，全光网城市
建设可缓解大流量进出口数据的拥
堵，适应城市的发展需求。2014年，中
国电信湖南公司与岳阳市政府签署
“宽带中国”战略合作协议，岳阳成为
我省第二个“宽带中国”建设示范城
市，被列入2016年度国家第二批89个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市。该公司在岳
阳累计投资16多亿元， 建成光缆3万
多皮长公里，全光网络覆盖全市各县
（市、区）及104个乡镇和1411个行政
村，光纤覆盖全市51万多用户；城区

的电信光纤入户覆盖率已达100%，
居民宽带接入能力由2M全面提升到
了10M至100M， 实现了“全光网城
市”首期战略目标。

岳阳“全光网城市”推出丰富应
用， 让政府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
管理发生了变化。依托于千兆光网强
大的数据承载能力和4G网络
快速的数据传输能力，岳阳电
信聚合信息化产业链优势资
源，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平安城市、
综治E通、电商扶贫、医疗影像

云、湘教云等一系列手机办公、执法、
服务等工程，极大提升了各行各业的
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下一步，该公
司将依托云大数据中心， 大力推进
“互联网+政务+工业制造+农业+新
兴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行
动计划，助推岳阳“智慧城市”建设。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乐国辉 陈杰 ）6月28日，
在新田县召开的全国“土地质量地球
化学调查成果服务精准扶贫经验交
流会”上，富硒土地资源开发“新田模
式”受到与会专家教授一致肯定。

新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
以来，定点新田县扶贫的国家国土资
源部、省国土资源厅，努力为该县找
“富路”。2011年， 他们在新田县开展

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理化学调查，
发现该县土壤大面积天然富含硒微
量元素。 地下水勘查发现3处富含锶
元素的矿泉水水源地。新田县依托硒
锶资源，全力建设粤港澳高端农产品
基地。 该县县委书记唐军感慨地说：
“没有国土资源部、省国土资源厅，新
田的产业发展肯定还在苦苦摸索。”

到目前， 新田县引进温氏集团、
恒丰米业、凤神油茶等硒锶产品加工

企业，其中规模企业9家。北京九台集
团开发富锶水， 还带动养生产业发
展。万家鹅业等成为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陶岭三味辣椒”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新田大豆获评“中
国名优硒产品”，新田罗汉果、石羊醋
水豆腐被评为“中国特色硒产品”。截
至今年５月底，该县创建富硒农产品
种植基地27万多亩。成立富硒醋水豆
腐、大豆、大米、三味辣椒等317个专

业合作社，10多万农民受益。 在秀峰
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会员彭远宇告
诉记者：“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年
租金500元， 在基地务工每月工资
2000多元，加上年终分红，摆脱了贫
困。”

在硒锶产业带动下，新田县脱贫
致富加快。去年，全县减少贫困人口
1.9万人，25个贫困村“脱贫摘帽”。今
年预计脱贫人口1.9万人。

岳阳建成“全光网城市”

新田“硒锶”产业势头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6月29日， 记者走进鹤城区凉
亭坳乡枫木潭村， 只见村部前的山
坡上、山地里都种上了枣树，枣树一
排排整整齐齐的， 来来往往的村民
带着工具穿梭枣树间，除杂草、施肥
料。

枫木潭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
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对口扶贫村。
该村“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面积
占了90%。然而，古树、大树只有溪
边、路边、房屋旁零星可见，人工种
植杉树、马尾松的面积亦屈指可数，
经济林木几乎没有。

如何帮助枫木潭村尽快脱贫致
富？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负责人
多次来到村里走访， 并邀请林业专
家下乡调研， 为枫木潭村种植经济
林出主意想办法。

“经大量调研和考察，经过与村

民讨论，决定种植祁东酥脆枣，将其
作为枫木潭村种植产业发展项目。”
枫木潭村村支书丁立胜高兴地说，
经过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部门及
帮扶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今年初，由
湖南新丰果业提供种苗， 枫木潭村
成功种植了50余亩祁东酥脆枣，其
中20亩已经分配给了贫困户。

“枣树长势好， 有的已经挂果
了，现在要给枣树追加施肥……”当
天下午， 湖南新丰果业董事长曾建
新从祁东来到枫木潭村， 奔赴种满
大小枣树的田间山头， 观看今年栽
种的枣树， 边看边给村民传授种枣
技术。

“公司除了提供优质枣树苗外，
还免费培训技术人员、 保底收购村
里的枣子，让村民种植枣树、销售枣
子无忧。”曾建新说，种枣村民可实
现“1亩脱贫、5亩致富”。枣子大丰收
时，亩产逾1500公斤，每亩纯收入

至少3万元。
昔日荒山荒地，今日种上枣树。

村民杨小春喜出望外：“枣树是我们
的‘摇钱树’，感谢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给我们引进了好项目， 让我们看
到了脱贫致富的新希望。”

现场听了专家的讲课， 并得到
技术辅导， 枫木潭村村主任丁忠金
感到由衷的高兴， 对枫木潭村的发
展更加坚定了信心。 丁忠金高兴地
说，“明年村里计划将扩大枣树种植
规模，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枫木潭村
定会变成远近闻名、 花果飘香的富
裕村、生态村。”

“以发展产业促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枫木潭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刘金星介绍， 今年上半
年， 重点对枫木潭村产业发展项目
进行了疏理和调整， 在原有养殖项
目基础上增加了种植、水电站建设、
农家乐等项目。

长沙实施
夜景亮化提质
湘江两岸今晚璀璨亮灯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陈永刚 曾迪
杨晗之）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岳麓山、三
馆一厅、杜甫江阁、橘子洲头……灿若星
河的灯火次第亮起，好一座长沙不夜城。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获悉， 长沙湘江两岸夜景亮化提
质工程已进入尾声，7月1日19时，提质后
的亮化工程将正式亮灯，以“璀璨星城”
的崭新面貌为建党95周年献礼。

据了解， 此次亮化提质的范围是福
元路大桥至猴子石大桥的湘江两岸，分
为湘江东岸、西岸及跨江大桥三部分。湘
江东岸以完善、维护原有亮化设施为主，
进一步打造沿线商业楼宇亮化， 形成整
体效果；湘江西岸则重点打造岳麓山、交
警大楼等标志性建筑的景观亮化， 描绘

“山线”、“水线”、“洲线”、“城线”； 同时，
对福元路大桥、 银盆岭大桥、 橘子洲大
桥、猴子石大桥4座跨江大桥进行桥体增
亮处理，形成立体景观效果。

据悉，除湘江两岸外，五一大道、芙
蓉路、韶山路等主、次干道两侧楼宇、广
场等公共区域， 都将逐步纳入夜景亮化
升级名单。

� � � � 新湖南客户端6月30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志前 刘凤娥 ）6
月23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同意
命名湖南浏阳大围山国家地质公园
的批复》。浏阳市委、市政府今天在
大围山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向社
会公布这一喜讯。 这是长沙市唯一
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是湖南省唯一
的以第四纪冰川遗迹为主要特征的
国家级地质公园， 也是在中国东部
继江西庐山后建立的又一个第四纪
冰川遗迹国家地质公园。

大围山国家地质公园具有山谷
冰川停积及其向低处流动的U形谷
和冰川堆积物等一套较完整的第四
纪冰川分期、 发生、 发展及消亡系

统， 可与国内外第四纪冰川遗迹媲
美。尤其是冰斗、冰窖、U形谷、鱼脊
峰、冰川溢口及冰川条痕石较典型。
栗木桥块砾碛、 基岩冰溜面及羊背
石在国内罕见。 这里存在着经专家
认证的国家级地质遗迹4处、省级地
质遗迹42处、县市级地质遗迹15处，
都具有很高的科研科普价值。

自2012年4月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建设资格后， 大围山对照国家地质公
园创建标准，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扎实认真开展了
相关保护、建设工作，完成了地质公园
规划与地质遗迹保护、 地质公园解说
与标识系统、 地质公园科学研究与科
普活动等四个大方面的建设任务。

张家界机关事业单位
完成中文域名注册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贤章) 记者今天从张家界市编
办获悉， 全市2017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全部完成中文域名注册，率先在全省覆盖
率达到100%，结束了“网上黑户”历史。

中文域名注册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须注册和使用规范的“政
务”或“公益”专用中文域名，即“网上身份
证”，有利于网上身份实时检测、检索、识
别与保护。为做好中文域名注册，张家界
明确了网上名称管理“两个全覆盖”和“两
个纳入”，即实现所辖区内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域名注册和网站挂标两个“全覆盖”；
将网上名称管理工作职责纳入单位和部门

“三定”规定，把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域名
续费全部纳入财政统一支付。编办、财政、
网信等部门联合，摸底核实，集中注册，简
化流程，优质高效完成中文域名注册。

我省唯一第四纪冰川遗迹国家级地质公园

浏阳大围山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枣树就是“摇钱树”

君山区开展“集中活动日”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月 30日

第 2016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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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1040 668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10 173 261230

6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30日 第2016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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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34017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6 2677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74
53167
994643

10223573

70
2386
41765
398036

3000
200
10
5

0703 06 16 29 32

音乐MV《老乡亲》
开机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通讯员 易雳
军）昨天下午，音乐MV《老乡亲》在浏阳
市达浒镇象形风景区万葵园正式开机。
摄制组一行随后来到与党同岁老党员肖
远发的家中，与他同戴红领巾、重温入党
誓词、分享生日蛋糕，迎接和献礼党的95
岁生日。

导演杨艺璇为他系上红领巾， 作曲
家杨明国与其重温入党誓词， 社区支部
书记肖荣为其点上生日蜡烛， 邻里们闻
讯赶来纷纷送上祝福。 与党同岁的老党
员肖远发饱经沧桑的脸上，满是幸福。

� � � � 6月29日下午，长沙市劳动路，施工人员在拆除跨京广铁路老桥附属设施。该桥整体拆除施工28日正式启动，
预计8月底完成。拆除后，将在原址建设新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劳动路
跨京广铁路老桥开始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