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张颐佳 谌艳芳 李双妍） 7月7日
至9日， 2016全国物流园区工作年会在长沙召开。 会上对全
国首批“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进行了授牌， 长沙金霞经济
开发区成为湖南省唯一获此“国字号” 殊荣的园区。

长沙金霞荣获首批
“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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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80 2 0 2 8 5 0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297905.4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85 5 4 2
排列 5 16185 5 4 2 3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 ）7月10日上午10时57
分，岳阳市华容县新华垸内溃，当地政
府和民政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工
作组赶往现场， 组织干部群众抢险救
灾。

接到灾情报告后，副省长、省减灾
委主任蔡振红作出指示， 要求省减灾
委办公室、省民政厅加强协调，帮助和
指导华容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省减
灾委副主任、 省民政厅厅长段林毅立

即组织厅救灾处、 省减灾备灾中心全
体人员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部署针对
华容县新华垸内溃的救灾应急措施，
决定向华容县派出省减灾委、 省民政
厅工作组查核灾情， 帮助指导当地开
展抗灾救灾工作。目前，省减灾委、省民
政厅已向华容县灾区紧急调拨救灾棉
被1000床、救灾帐篷500顶。

又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7
月10日，记者从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
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10日16时统计，7

月1日以来全省共有岳阳市、 娄底市、
常德市、益阳市、张家界市、邵阳市、怀
化市、长沙市、株洲市、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10市州76县（市、区）622.1万人
受灾， 因灾死亡12人， 紧急转移安置
38.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18.3万
人，农作物受灾458.7千公顷，绝收面积
74.3千公顷， 倒塌房屋3860户12434
间，严重损毁11043户27247间，一般损
坏房屋50235户112700间，直接经济损
失达125.2亿元。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
7月10日9时40分， 华容县新华垸红旗
闸下游10米处发生重大管涌险情，经1
个多小时抢险，因险情过大，于10时57
分溃决。

溃垸发生后，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
市长刘和生紧急赶到现场指导抢险。为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在抢险的同时，该县马上
启动了群众安全转移工作。 该县从县直部

门抽调448人，乡、村200多名干部全力投
入群众安全转移。截至今晚10时许，垸内
群众已转移完毕，无人员伤亡。

16时， 省、 市专家确定堵口复堤方
案：从溃口南北两处同时施工作业，调用
吊车、冲锋舟等设备填筑块石、砼立方体
等物。至18时吊车、块石等物品及600余
名武警官兵已到位， 溃口处照明线路正
在架设。

19时， 华容县县城内19个灾民安置
点已全部准备妥当，开始接受灾民入住。
19时30分， 记者到达位于华容县实验小
学的安置点， 灾民用床铺、200份晚
饭已备好，供灾民取用。记者见到17
时入住的治河渡镇登艮村村民吴长
清， 他告诉记者，“政府安置得很周
到， 我们夫妇和两个小孙子都比较
适应。”

截至20时， 已有10辆满载块石的大
型货车向着溃口两边直冲而下， 堵口复
堤施工正加紧实施。

2000余武警
紧急增援

湖南日报 7月1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湘平 ） 今天上午， 华容县新华蓄
洪垸发生一起大堤溃口险情。 得知消息后，
武警湖南省总队党委迅速启动抗洪抢险救灾
预案， 紧急调动兵力2000余人， 部署抢险救
灾工作。 武警湖南省总队政委蒋建宇带领机
关指挥组人员紧急奔赴一线， 现场指挥抢险
救灾。

灾情发生后， 武警湖南省总队紧急调
动2000余名武警官兵赶往处置。 到达大堤
后， 由于道路受阻， 官兵们只能徒步前行。

目前， 这批救援人员已经和提前到达
的近千名武警、 公安和民兵会合， 等待指
挥部确定科学合理的抢险方案后， 对决口
实施封堵。

当地政府目前已经紧急转移1.1万多人，
抢险方案正在制定中。 官兵们正紧锣密鼓
做好封堵决口的各项准备工作。

应急照明线路接通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李萍 ） 10日晚7时30分， 华容县
新华垸38公里大堤灯光闪亮， 决口堵口
正紧张进行。

10日上午， 华容县新华垸发生溃口。
中午12时30分开始，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电骆驼” 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始在华容河大
堤的决口处安装电力设施， 为抢险提供电
力保障。 该公司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110人
次， 应急车辆22台次， 5KW发电机3台，
250KW发电车一辆， 为新华垸溃口现场大
堤两岸架设照明线路38公里。

省民政厅紧急调拨救灾物资驰援华容灾区

群众转移、堵口、灾民安置等工作
紧张有序展开

湖南建工集团
经营转型业绩大增
上半年利润同比增长近三成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深化
战略合作，大力开拓PPP项目，经营转型带来业绩大幅增长。
今天，记者从湖南建工集团获悉，前6个月，全集团承接施工任
务630亿元，完成企业总产值278.7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4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9%。

今年以来，湖南建工集团紧紧围绕“创新、创优、创效”三
大主题， 主动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PPP、EPC、DB、
EPC+F等新的商业模式加快推进集团转型升级发展。上半年
承接PPP项目达29个，合同金额累计达190余亿元。通过充分
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优势，建工集团深耕省内建设市场，在省
内长沙、湘潭、娄底、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及省外广东、贵州、重
庆等地都有不少PPP项目进入了实施阶段。

针对传统建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 湖南建工集团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兴产业。通过成立环保公司开辟建
筑资源环保利用市场，对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循环利用、变废
为宝；组建中湘海外公司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集团走出
去；成立建融资产公司，构建基金融资平台，为企业做大做强
提供资金支持。

湖南建工集团董事长叶新平表示， 下阶段集团将继续秉
承“转型发展，人人有责”的理念，把项目经营作为生产经营工
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实现投资、融资、引资、施工、营运、管理的
一体化和属地化，加速推进集团经营转型升级。

“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
大赛湖南赛区开赛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银艳）7月7日，第二届“中
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湖南省初赛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215个通过初审的创业项目参加了为期3天的省级初赛，以确
定队伍选送参加全国行业和专项半决赛。

大赛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
指导，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 湖南省就业服务局承
办。

从全国大赛组委会反馈的信息表明： 我省共有542个创
业项目报名成功，478支队伍通过了大赛组委会的资格审核，
报名数量和取得参赛资格数量都位列全国第8位。经省级组委
会初审，共评定出215个项目，其中团队组86个，企业组129
个，分两个赛场参加了7月7日至9日举办的省级初赛。

初赛后，我省将分“新能源环保产业类”、“高端装备制造
业类”、“生活服务类”、“综合类” 和“农民工创业创新大赛专
项”等类别，分别确定队伍选送参加全国行业和专项半决赛。
同时，初赛将按团队组和企业组各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评选优胜奖若干名，授予“创翼之星”称号。

工作队发挥后盾单位优势
200亩猕猴桃
助贫困山村增收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贺江）进入7
月，永顺县芙蓉镇响塘村的200亩猕猴桃园，果实如同灯笼一
样挂满了树梢， 种植猕猴桃接连失败的村民赵才云长舒了一
口气。省农科院驻村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李杰告诉记者，去年驻
村后建设的这片猕猴桃示范园，今年收入预计超过10万元，明
年进入丰产期的收益更多， 可为参与合作社的14户贫困户每
户带来4至6万元收入。

响塘村是土家族聚居山区村寨，山高路险，全村无企业和
集体收入，2014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1930元。

省农科院帮扶工作队去年驻村后， 牵头成立了涵盖全村
14户精准扶贫对象的响塘坪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通过银
行贷款，启动了200亩特色猕猴桃种植项目。

依托后盾单位省农科院，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科技“点石成
金”。他们提取农田土壤后，委托省农科院农化检测中心分析，
根据土壤检验报告悉心指导村民选择适宜栽种的猕猴桃树
苗。今年，又对去年入土的苗子进行高位嫁接改造，并通过“专
家驻村+授课指导+基地实践”的模式，将栽种技术普及到村
民。工作队还在专家和农户之间搭建通讯平台，随时解决种植
技术难题。

隆平高科捐种子
助农民复产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孙玉洁）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长江中下游
地区近期连遭暴雨袭击，大量农田被淹、作物
绝收。湖南种业龙头企业隆平高科积极投入赈
灾，向受灾地区紧急捐赠种子，帮助农民恢复
生产、渡过难关。截至7月9日，该公司向灾区捐
赠种子总价值接近200万元。

隆平高科董事会秘书刘俊表示，各地受灾
较严重的水稻、玉米等大田作物，目前基本都
已过播种期， 但玉米如果最迟在7月中旬播种
下去，仍然能挽回一定损失。隆平高科此次捐
赠的种子， 主要包括11万公斤玉米种子、1000
亩辣椒种子、2000亩黄瓜种子等。

目前，隆平高科正在抓紧行动，争取以
最快速度将种子送达受灾农户手中。 据悉，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农业减灾关键期，隆平高
科还将继续提供物资供应和技术指导。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游雪珍

7月10日上午11时，在长沙市沙湾
路附近， 湖南新天地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的一辆运钞车轮胎被扎破。 运钞车
驾驶员下车查看情况后， 立即拨打电
话请求大队支援。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后， 押运员负
责现场警戒， 提款员迅速交接转运款
箱。就在提款员打开运钞车金库，提取
款箱时，一辆小轿车突然驶入现场，押

运员立即发出口头警告。三名“歹徒”
无视警告下车向押运员开枪， 实施抢
劫。押运员迅速借助地形果断还击，现
场“枪声大作”，两名“歹徒”被当场“击
毙”。

另一名“歹徒”见势不妙，倒地装
死。趁押运员不备，突然发动袭击，抢
夺枪支，押运员迅速反应，将其果断击
毙。此时，伪装成环卫工人的“歹徒”趁
机抢劫款箱，提款员与“歹徒”展开搏
斗，并将其制服。

这场惊心动魄的“持枪抢劫运钞

车案”，其实是我省在“安全生产月”举
行的一次武装守押应急预案演练。演
练模拟运钞车在路上突遭歹徒抢劫，
车组人员和押运人员按照应急预案要
求，及时正确处置，将歹徒制伏并移送
公安机关，确保人员和款箱的安全。

记者在演习现场看到， 整场预案
演练中， 参训人员认真投入， 处置得
当， 参与演练的人员面对突发事件临
危不乱， 有条不紊地按预定方案处理
紧急事件。

此次活动分为表演和演练两个
方面的内容， 包括军事队列表演 、
擒敌拳表演、 警棍盾牌术表演、 运
钞车防抢劫演练和防暴处置演练 。
这场由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主
办、 湖南新天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的武装守押应急预案演练， 是
我省“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

“歹徒”持枪抢劫运钞车
“镖师”临危不惧全制服
———我省举行武装守押应急预案演练

社会文艺团体
首配流动舞台车

湖南日报 7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董砚 ）近日，在长沙梅溪湖步步高
广场，两台流动舞台车的钥匙交到步步高集
团如一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的手上。这是湖
南省文化厅、省财政厅首次给社会文艺团体
配送流动舞台车，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为全省基层文艺院团配送流动舞台车，
是近年来湖南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
程。流动舞台车解决了下乡惠民演出过程中
的服装道具、演职人员和行李运输、演员现
场化妆等问题，也是为广大群众提供流动文
化服务，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
重要举措。

据悉，步步高集团将依托其优质资源和
服务网络， 充分发挥出流动舞台车方便、快
捷、 灵活的优势， 把文化活动送进企业、乡
镇、社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惠民的
丰硕成果。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吴勇兵)7月8日， 张家界武
陵源征集的吉祥物作品出炉，当天起，
“仙山神猴”、“山精灵”、“龙虾王子”
三套备选作品面向网友公开进行评
选，并同步启动“我要PK，我来设计”吉
祥物创作设计征集活动，为期一月。

“吉祥物”是传递文化的象征物，

武陵源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资
源。 2015年， 武陵源与北京炫丽科技
合作开发设计了三套各具特色的吉祥
物。“山精灵”突出“山”文化特点，传递
“自然与神奇、中国山水画、梦开始的
地方”等理念；“仙山神猴”突出“山与
猴”文化特点，传递“自然与神山、吉
祥与好运、梦想与奇迹”等理念；“龙

虾王子”突出“龙虾花一花一世界”文
化特点，传递“自然与生态、生命与奇
迹、吉祥与祝福”等理念。吉祥物交由
网友投票选定，最终三选一。

评选的同时，主办方还同步组织“我
要PK，我来设计”吉祥物创作设计征集活
动，可创作动画、漫画、游戏等影视作品内
容；具有特色，可延展价值，可塑造故事；
具有全球语境，具有民族符号语言；具有
想象力，具有亲和力，可延展各种旅游商
品，让吉祥物容易记忆，能“动”起来。

武陵源请网友评选吉祥物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邓超）7月9日， 由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承办的“月亮粑粑———蔡皋
的艺文世界”展览开幕式暨《蔡皋
的绘本世界》新书首发式在长沙博
物馆举行。王跃文 、何立伟 、朱训

德、汤素兰 、邓湘子等多位来自省
内文学界、美术界的“大咖”纷纷前
来捧场。

据介绍，《蔡皋的绘本世界》 由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1册，
集结了蔡皋20余年创作生涯的精华作

品。全书分为三辑，包括传统经典民间
故事、中国原创精品、中外经典叙事传
奇。

“月亮粑粑———蔡皋的艺文世界”
展， 选取蔡皋的《六月六》《我有一盏
灯》《神奇百鸟衣》《百子纳新福》 等多
部代表作的经典插图展出。据悉，此次
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结束，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蔡皋艺文展”开幕

� � � � 7月10日，武警官兵涉水救援新华垸红旗闸附近群众。 吴孙华 摄

华容新华垸救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