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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张
湘河 通讯员 张耀成 周智敏）“我身
高173厘米、体重56公斤。”10月12日，
花垣县吉卫民族中学9年级14岁的男
孩石峰，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营养中
餐一边告诉记者。据县有关部门近日
测评数据显示，该县自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计划以来， 学生身高、
体重增长幅度均超过全国试点区学
生的平均增长水平。

花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该县认真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计划，不断提高“免费中餐”供
管水平，改变农村学生“吃两顿、饿半

天”状况。该县投入资金6684万元，改
善、新建食堂和添置设施设备。在中
央财政每生每餐补助4元的基础上，
再为每生每餐补助1元。 从2013年开
始， 全县161所农村学校还将最初的
“牛奶+X”课间餐模式变为食堂集中
供餐模式，并确定了“米饭+一荤两素
一汤” 的热饭热菜供餐标准。4年来，
县财政为此投入补助资金1451.41万
元。有关单位与家长、学生等组成学
校膳食委员会，每年深入学校进行检
测评价。

据县疾病防疫控制中心近日测
评数据显示，该县自2012年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计划以来，学生营
养和健康状况明显提质，6至16岁男、
女学生平均身高要比2012年同龄学
生平均增高2.41厘米和2.22厘米，平
均体重增加1.63公斤和0.94公斤。男、
女学生身高和体重增长幅度与全国
试点区学生平均增长水平相比，分别
超过1.21厘米、0.82厘米和0.93公斤、
0.14公斤。 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提质，
促进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近日抽
样数据显示，该县2016年农村小学六
年级语数外成绩检测，综合及格率和
优秀率分别比2013年提高29.95%和
41.3%。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戴
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阮正强）近日，从
邵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传来喜讯，
在该局帮助下，邵阳县华强粮油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的“桂芳”牌产品，顺利
通过了湖南省名牌产品评审。公司总
经理陈小勇说：“政府市场和质量监
管部门真心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搞经营、创品
牌的信心更足了。”

为了激发市场活力， 助推企业
做大做强，近年来，邵阳县大力实
施品牌发展战略，在挖掘培育著名
商标、名牌产品上使大力、跨大步，
促进县域经济提质上档。县市场和

质量监管部门乐当“红娘”，积极帮
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先后为各类
企业融资4.7亿元。同时，主动深入
企业，为企业规范生产经营、开拓
市场以及品牌规划、申报等提供保
姆式服务； 通过建好检测中心、打
击假冒伪劣等，为企业创品牌保驾
护航。

据了解，近3年来，邵阳县共成功
创建“邵阳茶油”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等国家级品牌3项，创
建湖南省著名商标、 名牌产品
15项。今年，该县市场和质量
监管局继续发力，申报“邵阳蓝
印花布” 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已获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受理。
还帮助湖南省一肯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申报马德里注册商标，向国家质监
总局申报“邵阳茶油”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并积极开展省级品
牌、示范区创建工作，邵阳县夫夷大
酒店已被列为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项目，填补了邵阳市在这方面的一个
空白。

免费中餐育春苗
花垣农村学生身高、体重增长幅度均超过全国试点区学生的平均增长水平

做大做强创品牌
邵阳县近3年摘得国家级品牌3项、省级15项

10月16日，新晃侗族
自治县档案馆， 参赛选手
进行分组项目比拼。当天，
由湖南省科技厅、 共青团
湖南省委等单位主办的中
西部民族地区首届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肖军 黄巍 摄影报道

创新创业
大比拼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李
寒露 通讯员 付惇 杨国军）10月16
日上午，总投资约25.5亿元的常德沅
江过江隧道建设工程开工仪式，在沅
江南岸鼎城区原区政府院内举行。这
个旨在实现该市一江两岸同步发展
和融合，缩小江南城区与江北城区在
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差距的重
大民生工程，计划工期为3年，有望在
2019年10月建成通车。

江南江北发展不均衡，是常德中
心城区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沅江过
江隧道的修建将打破江南、江北行政
区之间的天然壁垒， 统筹武陵区、鼎
城区的产业布局。沅江过江隧道起于
鼎城区阳明路与隆阳路交叉口，向北
下穿临沅路、河底底部、人民路,止于
武陵区皂果路与育才路交叉口。隧道
全长2.24公里， 采用泥水盾构法施
工，其中江中盾构段长1680米，明挖

段长560米。工程采用双洞单层形式，
净宽2×9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为
每小时60公里。

沅江过江隧道作为投资规模大、
需求长期稳定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
PPP模式。经过合法程序，中铁十四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成为该项目社
会资本投资人。10月15日， 经常德市
政府授权，该市住建局、城投龙马公
司，分别与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常德市沅江过江隧道PPP项
目框架协议》、《隧道PPP项目合资公
司股东协议》。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罗飞虎）10月14日，记者在
衡阳市石鼓区华耀城看到， 商户正
在抓紧进行进场装修， 商业气氛渐
浓。35万平方米的华耀城糖酒副食
市场、五金建材市场全面建成，进场
经营的商户已达500余家，明年1月
将全线开业。

华耀城是衡阳市首个总投资过
百亿元的标志性现代商贸项目，建成
后可容纳商户3万户，提供10万个就
业机会，年实现营业额1000亿元。对
石鼓区加快转变商贸物流服务模式，

打造商贸文化中心具有重要作用。
在前不久召开的石鼓区第四次

党代会提出未来5年发展目标：加快
建设“活力石鼓、特色石鼓、文明石
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力争2020年经
济总量达到220亿元。

“未来5年，该区将充分发挥省
级现代服务业示范集聚区平台优
势，引进一批高端商贸、电子商务、
文化会展、 现代金融等服务业业
态。” 石鼓区委书记杨龙金介绍，将
着力打造商贸（华耀城）、金融（来雁

新城）及乘用车服务（中亿汽贸城）
等现代商贸业态， 建设湘南地区最
具活力的商贸文化新区。

石鼓区还将以“互联网+商贸”
为方向，提质改造五一、华源、中湘
等大市场，建设服装、美食、酒吧、电
子通讯、家居、建材等特色街区，推
动传统商贸业向现代商贸业转型。
深度挖掘古衡阳八景石鼓四景的历
史文化内涵，整合一院 (石鼓书院 )
一塔(来雁塔)、两江(蒸水、湘江)、两
湖(西湖、雁栖湖)等文化旅游资源，
建设历史文化街区。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刘建国）10月9日，
记者从汉寿县棚改指挥部获悉，总
投资26.8亿元，涉及该县城区8个片
区、2个试点镇7400多户居民的棚
改工作正有序推进。 各相关部门党
员干部细致做好群众工作， 加快征
拆和改造速度， 已完成棚改对象签
约5600多户，使棚改工程成为该县
着力建设滨湖强县、 全力推进“四
区”建设的样板工程。

汉寿县委书记杨昶介绍，上个月

举行的县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汉寿
要在新一轮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招
商引资是唯一选择， 项目建设是唯一
载体，必须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继续
实施“工业强县、城镇兴县、旅游活县”
主战略，努力实现“打开沅澧大门、建
设滨湖强县”目标。为此，将全力推进
“四区”建设，即建设活力园区、魅力城
区、靓丽景区、民生事业先行区。

据了解， 今年汉寿太子庙火车
站复通提速， 沅澧快速干线5号、6号
大道有望明年贯通，相关高铁、高速

公路复线建设也纳入了规划，让汉寿
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加上
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
环境，汉寿迎来快速发展重大机遇。9
月下旬，该县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常
德分行签订50亿元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棚户区改造、路网建设、河湖水系
连通、海绵城市建设、粮食安全保障、
扶贫攻坚等6大工程获得金融支持。
此外，万达集团、铜锣湾集团等10多
家战略投资者正积极与汉寿对接，将
为汉寿发展注入新活力。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李华林 ）

“我们回去要学以致用，大干一场！”
今天， 在中南大学铁道校区继续教
育学院4楼多功能厅， 从江华瑶族
自治县水利局任该县河路口镇河路
口村扶贫工作队长、 第一书记的虞
庆荣，激动地说。

今年8月，该县选拔112名县直
机关单位干部到贫困村任扶贫工作
队长兼第一书记。为帮助大家更好、
更精准地开展扶贫工作，10月10日
至17日，该县在全省率先启动扶贫
攻坚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第一
书记，赴省城大学院校集中培训，全
县112名驻贫困村扶贫工作队长、

第一书记和30多名县、乡镇扶贫干
部在中南大学集中“充电”。

“《三严三实修官德》《金融扶贫
与产业扶贫》《互联网及农村电商服
务———蜂巢创业之营销突破》 等专
家教授讲授的课程， 开拓了我们的
视野。” 该县码市镇党委副书记吴
荛芳由衷地说。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三个着力”在湖南

石鼓区：建设湘南商贸文化新区

汉寿县：全力推进“四区”建设

江华百名扶贫干部大学“充电”

常德沅江过江隧道建设开工
总投资约25.5亿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0月 16日

第 2016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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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 1040 973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38 173 352574

7 0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0月16日 第2016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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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8207397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0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817083
8 2250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67
59886

1145998
8907629

58
2372
44072
335918

3000
200
10
5

0903 23 25 2810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李
顺 丁汝晨）“自从开展区域协作后，不仅流动人员得到
当地周到的卫生计生服务， 而且家庭留守成员也受到
特别关怀关爱……”今天，记者来到地处湘赣交界的醴
陵市沈潭镇采访， 该镇一位回家探亲的流出人员感激
地说。

长期以来，沈潭镇与湘赣边界乡镇友好互通，如今
在商贸、务工等方面交往频繁，全镇现有到江西务工经
商人员1400多人，而相邻的江西萍乡市湘东区广寒寨
乡流入该镇的人员有260余人。为更好服务流动人员，
前不久，沈潭镇、广寒寨乡决定开展区域协作，携手共
创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示范边区。 两乡镇将
建立“点对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
区域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边区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平台，
采取“信息通报、委托管理”方式，开展卫生健康宣传教
育、计划生育信息采集交换、电子婚育证明办理、生殖
健康监测等协作服务，做到“群众到哪里，服务就主动
送到哪里”。

为跨省流动人口提供卫计均等化服务

湘赣两乡镇
共创示范边区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宏高 彭凤
华）10月28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将
迎来60周年华诞。记者从10月15日
召开的县庆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
县总投资30亿元的县庆重点项目
已基本完成， 县庆的各项筹备工作
已准备就绪。

漫步新晃街头， 记者发现县城
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鼓
楼广场是县庆的主会场， 广场主体
工程和附属工程、民族特色商业街、

风光带景观工程等已完成建设，形
成了 水印象、 侗锦广场、 廊桥听
乐、象鼻吸波等景点。徜徉在城北河
边风光带，山水连为一体，木栈道、
人行道、 游步道、 绿道景观有机融
合，形成一条美丽长廊，成为市民休
闲健身好去处。夜幕降临，县城灯火
辉煌， 一栋栋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上霓虹灯闪烁， 溢彩流光。 河边长
堤，绿树、亭榭倒映河中，风雨桥上
游人如织。 在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 该县开展了城市亮化工

程、绿化工程、穿衣戴帽工程和集中
整治脏、乱、差行动。

据了解，县庆期间，新晃将围绕
“美丽侗乡·幸福新晃”主题，举办一
系列庆典庆祝活动。召开庆祝大会、
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全国第三届“美
丽侗乡” 建设研讨会、 经贸招商签
约，开展“侗乡辉煌60年”成就展、
花卉展、新晃名优特产展。还将举办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包括迎宾群众
文艺晚会、焰火晚会、“闹年锣”山歌
表演等。

新晃扮靓县城迎60周年县庆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