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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9月7日，今年3月签约落户邵阳
县红石工业园区、 总投资6000万元的邵阳东
州无纺布生产线项目，全部完成土石方平整，
开始倒排工期建设厂房，年底可竣工投产，将
实现年创产值过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

今年来， 邵阳县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带
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引擎，加快推进。县
里按照分线连片、突出重点、精简高效原则，
建立“干部在一线，建功在一线，考评在一线”
考核机制，并制定项目建设推进工作路径图，
“挂图作战”。以10个项目指挥部为基础，由县
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组成项目督查组，到工地、

现场督导，发现并解决问题。对工作努力、敢
于担当、表现突出的人员，既奖“票子”，又给
“位子”；对项目建设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
严格问责。

同时， 邵阳县坚持把园区平台建设作为
项目主要“载体工程”来抓，聚力抢时间速度、
抢客户招商、抢“要素”保障，采取周督查、月
通报及现场督查、领导约谈等多种方式，推进
自建厂房建设。目前，县工业集中区一期5.6万
平方米自建厂房主体工程已完成，19.1万平方
米新厂房建设全面铺开。上半年，已入园蓝印
花布、汽车产业城等大项目4个，总投资达3.5
亿元。

今年来，邵阳县已推出重点工程26项、重
大项目66项，完成投资31.4亿元，为年度总投
资的53%。全县17个邵阳市重点项目已开工建
设14个，完成投资14.89亿元。前不久，在邵阳
(上海)招商推介会上，该县成功签约扫地机器
人、动物大世界2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3.3亿
元。

“挂图作战”推进项目建设
邵阳县建立“干部在一线，建功在一线，考评在一线”机制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
员 吴勇兵 邓道理）9月7日，张家界武陵源区
公布最新旅游统计数据:今年1至8月，全区共
接待游客1651万人次， 核心景区一次进山人
数达28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区委书记朱用
文一语道出再创新高缘由：提质升级，多点营
销，叫响张家界核心景区旅游品牌。

今年来， 武陵源投入3000万元推进景区
“厕所革命”，新建或改造旅游厕所40个，投入
7亿元新建游客服务综合中心，完成天子山索

道、百龙天梯、核心景区公路等旅游基础服务
设施改造提质，打造“10分钟景区应急救援救
治圈”，旅游接待空间和服务水平快速提升。

整个暑期，伴随着“洞听黄龙”艺术季欢快
节奏，成千上万的音乐人前来成就梦想，黄龙洞
游人如织。白天赏洞，晚上看剧，《烟雨张家界》
演出场次由原来的每日2场增加到5场。1至8月，
武陵源营销精彩不断，全球首次推出“直播中国
之直播武陵源”、拍摄公路喜剧《非去不可》、无
人机航拍武陵源全国摄影大赛、开通“武陵源风

光号” 旅游专列……一系列营销让核心景区品
牌名享海外，其中境外客源国和地区达到52个。

“网络预定，一房难求。”中湖乡野溪铺居
委会特色客栈122家，支书汪兴胜说，暑期里
几乎家家爆满。除了核心景区，武陵源乡村同
样“高朋满座”。迎合兴起的休闲自驾旅游新
模式，武陵源开启“旅游+”战略推进全域旅
游，乡村民宿、摄影基地、生态游园、户外探险
等蓬勃兴起。数据显示，1至8月乡村旅游接待
高达650万人次。

� � � � 9月12日，医护人员紧急救治被南竹穿胸的伤者。
罗粟 摄

提质升级 叫响旅游品牌
武陵源1至8月接待游客1651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陶芳芳 谢璐
刘飞宇）情动古镇，诗韵中秋。为迎中秋佳
节，近日，省诗歌学会会长梁尔源等近50
位省内诗人云集望城采风创作， 用美丽诗
篇点缀望城、吟唱佳节。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诗歌学会、 望城区
委区政府等主办。两天的采风活动中，诗人
们先后在雷锋纪念馆重温雷锋精神， 感受
道德的力量；在书堂小镇访楷圣故里，挥毫
泼墨、激扬文字；在新康听戏、靖港怀古、铜
官玩陶、乔口品鱼……“望城秀美的自然风

光、深厚的历史人文、多情的湘江古镇激发
了我们创作灵感， 写望城有激情有诗意。”
诗人罗鹿鸣有感而发。

“今年，区委提出要加快建设‘名望之
城’， 人文望城是名望之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希望借助诗人们的眼睛与心灵，把望城
的美带出湖南、带向世界。”望城区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红元表示。
两天的采风活动， 诗人们共创作望城主题
诗作近百首。10月， 省诗歌学会还将有一
场大型诗歌创作活动在望城举行。

情动古镇 诗韵中秋
省内诗人云集望城采风创作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王晗）今
天，2016“创响中国”巡回接力长沙站“中
国梦·微创梦———岳麓创新创业论坛”在岳
麓科技产业园举行。

近年来， 岳麓科技产业园立足科教资
源优势，区校合作成效显著，形成了“大检
测、大健康、大数据、大创意”四大主导产
业。 今年以来， 园区引进中小型科技企业
223家，新建成3个孵化基地和14万平方米
孵化大楼，高科技产业增加值达4.8亿元。

在政策方面，园区积极支持小微企业
在园区投资创业，专门出台了针对孵化基

地企业入驻扶持的暂行办法。其中，获国
家、省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奖项目，或获
院士、二级教授领衔的创业项目，均可得
到前三年办公场地200平方米的实际租
金补贴； 在园区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点、院
士工作站点的企业，则可获得一次性资金
扶助20万元；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也
将给予1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贷款贴
息，还有企业专利资助与奖励、税收贡献
奖、中介机构奖励、创立品牌奖等不同的
补助和奖励，为小微企业创业成功孵化提
供政策支持。

岳麓创新创业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龙艳丽）今天，记者从祁阳县
政府办获悉，9月7日， 经国家质检总局组
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祁阳石” 申报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获得通过。

“祁阳石”作为祁阳县特有的地理产
品，石质不甚坚硬，温润细腻，多呈紫红
色，石色匀净，常见浅绿色石脉。色佳者

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尤以紫花者稍胜。
大的石料制作屏风，古朴优雅。用于琢制
砚台，成砚称“祁阳石砚”或“祁阳砚”，肌
理莹彻， 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以及收藏价
值、经济价值。据记载，用“祁阳石”琢制
砚台，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紫袍玉带龙
砚”更是朝廷贡品，在《湖南通志》《墨史》
等均有记载。

“祁阳石”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陈朝晖)9月11日，在张家界武陵源宝
峰湖景区， 刚刚问世的中国大鲵邮局备受
游客青睐。据悉，这是全球首家以大鲵为主
题的固定邮局，旨在普及大鲵科技知识，宣
传大鲵文化。

中国大鲵邮局位于宝峰湖景区入口，距
离中国首个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仅500米。“把大鲵文化带回家。”邮局负责人
谢飞介绍，除了提供大鲵邮品、张家界风光邮
品、加盖风景邮戳等综合服务外，还推出了张
家界大鲵元素的相关旅游商品邮寄业务。

全球首家大鲵邮局落户张家界

9月12日上午， 长沙市
雨花区左家塘街道左家塘
社区，计生工作人员帮特困
家庭整理家务，并送去节日
慰问物资。本月8日起至今，
该社区计生协会已走访慰
问计生困难家庭、失独家庭
15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水轩 摄影报道

中秋送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肖朝文

9月12日晚9时许，一群农民用担
架抬着一位危重患者， 出现在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里。 一根8厘米
粗、1.5米长的南竹从患者左胸肋骨穿
过， 由于大量失血， 患者当时呼吸微
弱，处于休克状态。当班副主任医师曾
景亭紧急诊断后， 通过绿色通道迅速
将患者送往手术室。

不到10分钟，胸心外科、普外科、
麻醉科的专家聚集到了手术室。

患者叫周建斌， 是桃源县茶奄铺

镇的一位农民。事发当天，他骑摩托车
回家。 前方一台载着南竹的拖拉机突
然停车，周建斌刹车不及，被一根10
多米长的南竹穿过左胸。

由于南竹从患者左胸肋骨穿透，
不能平躺麻醉，他们拨打“119”请求
帮助。8分钟后， 消防人员带着电锯赶
到。经过分析，担心电锯振动会给患者
造成二次损伤，只好放弃切割。

此时已接近夜晚11时， 患者的
呼吸越来越微弱。危急关头，麻醉科
主治医师罗冲提出用侧卧方式，为
患者实施了全麻， 才顺利完成气管
插管上呼吸机。紧接着，医护人员从

患者身上切开一个小口探查， 穿透
的南竹导致其膈肌和胃破裂、 多根
肋骨骨折，胸腔和腹腔感染严重。万
幸的是， 大血管和脾脏没有受到损
伤。

手术中，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用手
旋转，将南竹取出，然后用了3块大棉
垫将伤道堵住。由于胃部破裂，残食己
流进患者的腹腔和胸腔， 必须清除干
净……

第二天凌晨2时，手术终于完成。5
个小时的紧急救治， 医护人员累得精
疲力竭。 但他们看到周建斌转危为安
时，一个个脸上露出了微笑。

南竹穿胸 紧急抢救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9月 13日

第 2016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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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 1040 1696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53 173 320569

4 6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9月13日 第201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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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1664760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23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252404
8 8848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44
67680

1186566
6824560

33
2262
46697
258665

3000
200
10
5

0111 26 27 3218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纯 罗妙）今天上午，湖南岳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岳阳农商
银行”）举行挂牌仪式。这标志着岳阳“支农
航母”扬帆起航，将在扶持“三农”发展、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

岳阳农商银行由原岳阳楼区联社、云
溪区联社、君山区联社合并组建而成，改制
不改姓，仍以“农”字当头，采用国有资本和
民营资本相结合的股份制， 增加了金融活

力，其中民营资本占股超30%。目前，该行
已在城乡布设网点54个、助农取款服务点
12处，成为岳阳营业网点最多、覆盖面积
最广、服务最快捷方便的金融机构。截至7
月底，该行总资产超100亿元，各项存、贷
款余额134亿元，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超26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12亿元，在服务农业
的同时，助推了实体经济发展。

挂牌仪式上， 岳阳农商行向岳阳市教
育基金会捐资200万元， 资助岳阳教育事
业发展。

岳阳“支农航母”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