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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宏高 周晶晶）“这条路是我们和贵
州一起修的。”10月23日，指着村部旁边的一
条公路，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马溪冲村村
民方长清说， 这条路通往贵州玉屏田坪镇长
冲垅村，以前坑洼难行，通过两村联合党支部
协商，两村合力修好了5公里长的道路，方便
了两村群众出行。

马溪冲村和长冲垅村地界交叉、 村民杂
居，被当地人称为“插花地带”。长期以来，两
村因隶属于不同省份，在交通、水源、山林、田
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2011年4月，
经上级党委批准， 两村成立了湘黔首个跨省

联合党支部， 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属关系和
村民户籍前提下，创造性建立“五联”工作机
制，即支部联建、村务联议、产业联合、设施联
用、生活联谊。2014年，新晃晃州镇洞坡村也
与相邻的贵州万山区高卢坪乡夜郎村， 成立
了联合党支部。

联合党支部成立后，制定议事协调、产业
发展、纠纷调解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制度促
双方深度融合、抱团发展。2013年，马溪冲村
与长冲垅村签订了猫洞河接流饮水协议，共
同建设7公里沟渠， 两村1800亩农田改变了
过去“靠天吃饭”的状况。2015年，洞坡村与
夜郎村联合党支部组织修建了4.5公里水渠，

解决了两地用水难。5年来，2个联合党支部还
调解边界纠纷90余起。

联合党支部让边界群众同走致富路，成了
一家人。长冲垅村村民在马溪冲村山区租用土
地，种植高山蜜枣和油茶；马溪冲村村民到长
冲垅村，发展烤烟种植和肉牛养殖。洞坡村与
夜郎村联合党支部共同引进种苗和技术，开发
“千亩蜜枣”基地，增加了村民收入。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欧阳倩 孙应
德 黄训）10月24日晚11时，位于长沙县黄
兴镇的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灯火通明。工人
们正在进行工程扫尾。11月初，这个我省最
大的会展中心将正式投运。

前不久召开的长沙县第十三次党代
会，提出“强南富北、民生立县、挺进五强”
的发展主线。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期间，
长沙市委主要领导提出更高层次要求：长
沙县要成为综合实力“第一县”，要足以代
表中西部地区所有县域经济转型创新发展
的最高水平、最高层次、最大成效；要成为
实实在在、健健康康、可持续的、有不竭动
力的“第一极”；要全面提升城市风貌、城市
功能、公共服务，成为“第一城”。

一个多月以来，长沙县压实责任、高频调
度，全面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县委书记曾超

群说：“全县必须牢牢抓住项目这个‘牛鼻
子’，吸引社会投资，改善群众生活，促进经济
转型，提升投资效能，向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
基本竞争力前五强挺进。”9月，长沙县发布了
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帮促重大项目工作方
案，每个县级领导联系2至3个重大项目，一线
办公调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土地报批实行
全程代理，确保项目在最短时间内开工。

长沙县还积极加快建设临空经济区、
松雅湖、空港城、星沙产业基地、黄兴市场
群等战略平台，有序推进黄花综合保税区、
华星通航、金阳大道、机场大道、星沙联络
线等项目。截至9月底，长沙县67个政府投
资项目完成投资66.7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
73.2%；111个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69.5亿
元，为年度计划的91.34%。其中，51个新建
项目于9月底已全面实现开工。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湖南日报 10月 27
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宁奎）10月27日，
张家界市杨家界大道
开工建设， 两年内，建
成武陵源核心景区西
侧交通大动脉，再添旅
游“快车道”。

杨家界大道属我
省“十三五”交通运输
发展规划建设项目，也
是张家界西线旅游开
发建设的重点项目，起
于张桑高速武陵源西
互通，终于中湖乡杨家
界门票站， 全长12.972
公里， 总投资11亿元。
工程设计依托山水生
态格局， 融合周边功
能，拟建成凸显乡村文
化底蕴、 主体特色鲜
明，具有强烈视觉效果
的旅游性景观大道。

同走致富路 成了一家人

湘黔“插花地带”盛开团结花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杨坚）在新宁县崀山景区，一座座
白墙、红窗、青瓦的小房子或依山而建，或掩
映林间。远看像景点，近观是厕所。“像崀山一
样把厕所建设管理得这么干净漂亮又富有人
情味的，还不多见。”10月25日，来崀山旅游
的广州游客王先生感慨地说。

在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十一”黄金周旅游
“红黑榜”上，崀山喜登“红榜”，并获评“全国
厕所革命最佳景区”。

崀山景区的厕所，为何能成全国最佳？记
者在新宁县了解到，围绕我省“北有张家界，

南有崀山”的旅游发展新格局，该县高起点规
划、建设旅游设施。提出“以游客满意为目标，
把厕所当作景点来做”，在全国旅游区率先实
施“厕所革命”。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黄锡告诉记
者，过去崀山景区对厕所建设认识不够，在建
设和管理上应付了事。厕所少而差，游客如厕
难。2014年5月起，景区按照“全覆盖、高标
准、严管理”的要求，全面实施旅游厕所建设
提质工程。先后投入3500万元，共新建、改建
厕所22座， 新建和恢复污水处理系统11套，
新建生态污水处理池3处。 游客每半小时行

程，就能找到一座厕所。厕所选址、设计风格、
内部建设、如厕环境、标识牌及其他人性化设
计等，均经过精心考虑，成为景区新“景观”。

厕所不但外观漂亮，而且里面蹲位、马桶、
残疾人厕位、自动感应洗手装置、烘干机、置物
架等一应俱全。还采用先进分层生物滴滤池智
能处理技术，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排放的
水质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

厕所建好后，严格实行“有制度、有人员”
的管理措施，每2小时进行一次检查和打扫，保
证洁净舒适。省旅游局已向全省推广崀山的做
法。

进“方便”之处 入“大雅之堂”

山“厕所革命”获全国最佳

项目建设助力长沙县挺进“五强”
51个新建项目于9月底已全面实现开工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10月26日， 记者在
投资80亿元的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
园看到， 湖南电信数据中心机房已装修完
毕，机电设备正在安装中，今年12月26日
将投入使用。

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介绍，9月召开的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作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示范园区、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
试点市，资兴要以“产业主导，全面发展”为
总战略，以“强产业、统城乡、重生态、建小
康”为总思路，自我加压，迎难而上，在郴州
打造湖南新增长极中争当排头兵。

据了解，近年来，资兴市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致力转型发展、绿色发展，构建具有长
远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一产活、二产
优、三产强。未来5年，资兴市将以成功创建东

江湖5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景区
配套设施， 打造环东江湖休闲度假旅游经济
圈，建设国际知名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开发回
龙山、天鹅山、八面山森林生态和休闲祈福旅
游， 建设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和特色乡村休闲
旅游区，推进全域旅游。

同时，资兴市将进一步实施工业强市
战略，重点打造大数据、硅石精深加工两
大主导产业。去年启动建设的东江湖大数
据产业园，目前已吸引尚锐科技、浪潮集
团等投资80余亿元。资兴硅石矿产资源远
景储量达7亿至10亿吨，力争到2020年，硅
砂年加工量达200万吨， 整个硅产业实现
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元。

资兴市还将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
进一步打造东江湖鱼、果、茶三大品牌，带
动农民增收。

产业主导 全面发展

资兴争当湘南“新增长极”排头兵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通讯员 张美
汪沛 记者 杨军）“风险由大公司承担，我
们全家每年可固定分红近2600元，政府这
项政策真好！”近日，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
乡柞树村贫困户老李高兴地说， 他在区农
商行办理贷款后，提前领到了“云梦方舟”
业主单位益阳湖乡情公司半年分红款。

10月21日，资阳区扶贫办会同益阳农
商行、益阳湖乡情公司、乡镇政府，启动益
阳湖乡情公司“云梦方舟”项目，与部分贫
困户签订“分贷统还”协议。根据协议，益阳
湖乡情公司负责管理、使用信贷资金，贫困
户通过“云梦方舟”项目，获得每年不低于

投资额8%的投资分红， 从而实现企业发
展、贫困户增收脱贫、银行贷款风险降低
的多方共赢的。

据了解，“云梦方舟”是一个小额信贷分
贷统还项目。今年来，为拓宽贫困户增收渠
道，资阳区积极推进金融产业扶贫。该区第
一批小额信贷分贷统还项目惠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1456户4515人。至10月24日，全区已
有267户贫困户办理贷款，银行共放贷609.6
万元，贫困户提前领到了湖乡情公司半年分
红款28万元。据初步预算，未来3年，这项政
策将为全区80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来
1600万元以上直接收入。

资阳区“云梦方舟”带来脱贫希望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黎实 郭辉 赵媛媛）10月27日，江
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五庵岭村村民自筹
资金100万元， 修缮的中共秦山区支部旧
址正式竣工。

五庵岭村是一个瑶岭古村。 位于该村
的中共秦山区支部， 是江华最早的农村支
部。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蓝世铠烈士就出

生在五庵岭村。解放后，江华在中共秦山
区支部旧址建立了蓝世铠烈士纪念馆。由
于年久失修，中共秦山区支部旧址和蓝世
铠烈士纪念馆已经残破不堪。去年，五庵
岭村村支两委多方筹措资金100万元，修
缮红色景点。通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共秦
山区旧址和蓝世铠烈士纪念馆已修复一
新。

江华村民筹资百万修缮红色景点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陈新）没有审批手
续、没有排污许可证、危废处置不规范……今
天上午，长沙崇德检测公司、长沙宇驰检测公
司等13家涉化学品、涉危险废物环保违规建设
项目企业负责人被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局集体
约谈。 这是雨花区首次集体约谈违规企业，这
些企业被要求在11月7日前整改到位， 拒不整
改的，将按照新《环保法》等法律法规，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雨花区环保局在约谈会上分别指出了

各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并提出各企
业必须在11月7日前按照要求整改到位，
环保部门将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对整改
情况进行督查。整改到位，经核查合格后，
环保部门将依法对企业进行审批，并办理
排污许可证； 逾期没有按要求整改到位
的，一律严格按照新《环保法》等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拒不整改的，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 会上，13家企业负责人承诺按
时整改到位。

长沙市13家企业环保违规
公司负责人被集体约谈

杨家界大道开工

武陵源将再添旅游“快车道”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宁奎)10月27日， 长沙银行张家界分行
开业，与张家界市签署《银政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3年，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总额不
低于200亿元的融资支持。

长沙银行是我省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 目前拥有27家分支机构，130个营业网点，
32家县域支行。 除在长沙外， 该行在广州、株
洲、常德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截至9月底，该行

资产规模达到3600亿元，一般性存款达到2516
亿元，综合实力已跻身全球银行业500强。

据悉， 该行将在张家界设立4家县域支
行、8家社区支行， 信贷支持张家界基础设施
建设、棚户区改造、土地储备整理、园区开发
和重点项目建设，重点支持水、电、气、医院、
学校、养老等公用民生事业融资需求。

当天，该行还捐赠50万元，启动了桑植县
“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扶贫计划”。

长沙银行“落子”张家界
200亿元信贷资金助推经济发展

10月27日，华容县治河渡镇灾后重建登瀛集中建房点，占地面积1.16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目前，该县新华垸溃口受灾区
的五保户倒房重建工作正加紧实施。华钱公路路面修补、涵管主体工程已完成，水利设施勘灾核灾、电力恢复、环境卫生整治、农作物改种等有序
推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华容新华垸灾后重建有序进行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0月 27日

第 2016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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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1040 1208480

组选三 1197 346 414162
组选六 0 173 0

3 4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0月27日 第2016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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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9083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8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7 1419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35
66832

1302078
7414568

44
2730
54710
302209

3000
200
10
5

1006 17 18 1912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向云峰 张雪莲）10月26日，绥宁
县社会福利中心暨康乃馨老年养护中心开
业。 这是邵阳市建成的首个县级公建民营养
老机构。

绥宁县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养护项目是国
家2011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试点项目，总建
筑面积2.2万平方米，设置床位500张，总投资
4000万元。通过公开招投标，当地政府与湖
南康乃馨集团签订协议， 由县民政局与康乃
馨集团合作，将县光荣院、社会福利院、老年
公寓整合为县社会福利中心， 使之成为集老
年人休养、文化娱乐、医疗康复保健于一体的
综合性福利机构。

为了让老年人幸福养老， 绥宁县社会
福利中心不仅开设了老年康复医院， 还有
满足老人日常生活起居的超市、洗衣房、理
发室、餐厅、多功能厅，以及丰富老人精神
文化生活的健身室、阅览室、网吧、手工书
画室等。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亲情式贴心呵
护，建立“家属连线”，发放“就餐识别卡”，
开办“集体生日宴”等。目前，该中心已入住
老人56名。

让老年人幸福养老
邵阳建成首个县级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