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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汪兴变 宋云
钊）扬警威展风采不辱使命，扼湘桂惩犯罪保民安宁。昨天，永州
市零陵区珠山镇境内，湘南连接广西通往东盟的322国道上，湖南
省于家公安检查站揭牌正式启用。该检查站将成为这条黄金通道
上，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过滤器”。

该检查站建设了综合查控平台， 通过人车布控和外部接
入的人车黑名单资源，形成平台黑名单，在黑名单里的人或车
经过检查站关联的卡口和电子围栏时自动被捕获， 自动比对
生成预警。根据检查站综合查控平台的预警红色指令，触发阻
车系统，对即将过往检查站的嫌疑车辆进行拦截。

镇守湘桂界，为民保平安
322国道于家公安检查站建成启用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石科圣 傅勋辉）“我靠养黑斑蛙， 让老婆
孩子过上了好日子。”近日，益阳市资阳区丰
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照林对记者
说，经两年多攻关，他掌握了让黑斑蛙由吃活
食转为吃饲料的食性驯化技术， 打开了致富
大门，并带动30多户乡亲走上致富路。

黑斑蛙是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据了
解，益阳市在对野生动物加强保护的同时，依
法开展驯养、繁殖和经营，野生动物驯养产业
逐步做大，取得良好效益。目前，全市有驯养
繁育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养殖大户700多家。
从今年初至今， 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销售
收入达到1.2亿元。 据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

心介绍， 益阳市野生动物驯养规模及产值均
居全省各市州之首。

洞庭湖区是著名的候鸟栖息地之一。近
几年来， 益阳市每年在湖区组织开展守护行
动，在湿地等重点区域开展“爱鸟周”活动和
保护野生动物专项行动等， 并发动志愿者实
地调查，掌握偷捕偷杀鸟类情况、鸟类非法交
易渠道与市场情况等，及时采取措施。今年，
该市林业、工商、森林公安联合开展执法大检
查， 查处非法猎捕和经营鸟类等涉及野生动
物的案件75起，行政处罚68人、刑事处罚3人。

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益阳市引导各地对
野生动物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市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积极发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经营户入

会，鼓励、督促会员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报林业
部门许可后，对蓝孔雀、红（白）腹锦鸡、黑斑蛙
等国家、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养殖，
以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今年，全市新增
黑斑蛙、蛇、鸵鸟等驯养繁育企业、养殖户166
家。目前，黑斑蛙养殖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3倍
多。今年来，全市野生动物驯养繁育户依法办
理相关产品运输证1400多张， 至11月中旬，共
运输出售产品300多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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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张莹 钟文兴）近日，湘潭市财政局联合市
经信委、 科技局等部门组织了一场有关政府
性投资基金政策知识的专题培训。 参加培训
的除了各县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还
专门邀请当地百余家企业的负责人和财务人
员，为企业全面了解政府性投资基金，用好用
活这种新型投融资工具搭建了桥梁。

今年以来，围绕降低企业成本、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湘潭市积极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 改变过去直接对接企业或项目给予补贴
的单一模式。通过政府财政适当出资为引子，

撬动社会资本和银行资本积极参与的方式，
支持设立“湘潭市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湘潭市国资国企改革基金”“湘潭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通过市场化手
段重点培育智能装备制造业等“1+4”特色产
业体系，为国企改革和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
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拓展融资渠道。

同时， 湘潭注重发挥好财政资金引导功
能，采取贷款贴息、融资担保、政府存款动态
性分配等手段，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位于湘
潭高新区的崇德科技几个月前搬进了新厂
房，并实现了项目投产，但融资是个难题。湘

潭财政部门得知这一消息， 主动与省财政厅
对接，并按照省、市1:1配套的原则，给予崇德
科技300万元财政贷款贴息，帮助企业顺利拿
下了3000万元银行贷款。 崇德科技用这笔贷
款加快了开发新产品的步伐， 新产品高速轴
承已向阿特拉斯、英格索兰、西门子等国际知
名企业供货。

今年以来， 湘潭市累计兑现实体经济财
源建设奖励、 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和融资担保
奖补资金7550万元。 不仅设立了市级小微企
业贷款风险缓释基金2000万元， 政府过桥专
项资金也从5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

野生巧驯养“推”开致富门
益阳市加强保护，合理开发，野生动物驯养规模全省第一

财政一把“籽” 造出满园春
湘潭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为企业拓展融资渠道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11月23日， 怀化市举行新建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

此次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有张吉怀
客运专线、怀化学院东区扩建、全市农村
综合服务平台等40个，涵盖交通、城建、

产业和民生等多个领域。 据怀化市委副
书记、市长赵应云介绍，这批项目开工建
设，将有力提升全市经济总量、产业实力
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进一步推动怀化
开放发展，为全省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作出贡献。

怀化4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陈鹏飞 杨祝林 王婷）为顺利推进“营
改增”，攸县地税部门着力做到“三加强三促
进”，即加强风险评估、促进管理优化，加强
税源整合、促进布局优化，加强人员配备、促
进人力优化。今年1到10月，全县累计入库地
税各项收入5.13亿元，同比增收664万元。

今年来，攸县改革税收征管模式，在县
地税局专设第五税务分局，负责全县地税
纳税评估工作。 县财政拨付100万元专项

资金，建设综合治税大平台，构建“政府依
法管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相关单位协税
护税、 纳税人依法缴税、 社会各界综合治
税”的税收保障机制。

同时，攸县地税部门统筹全局，将黄丰
桥片区划至在酒埠江新设立的第四分局，
将皇图岭片区划至第三分局。整合后，第四
分局主要负责以酒埠江为核心的风景区内
旅游、矿产资源两大税收征管，有助于进一
步探索精细化、专业化地税征管模式。

着力于“三加强三促进”

攸县地税全面优化提效

深耕非遗绣乡
创意湖湘文化

11月24日， 出席省博物
馆学会年会暨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专题学术研讨会的150余
名代表来到省沙坪湘绣博物
馆， 参观画绣结合新产品制
作过程， 领略湘绣文化的独
特魅力， 共同研讨文创产品
的开发与营销。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罗明媚 杨勤煊）11月24日，沅
陵县公安局对外宣布，历经7个多月的缜密
侦查， 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生
产、销售假冒食盐案，涉案假盐达360余吨。
目前，该案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移送起诉
至沅陵县人民检察院。

今年4月，沅陵县公安局治安防控中心
发现沅陵县麻溪铺镇东山批发部食盐购销
情况存在异常， 便会同沅陵县盐务局对东
山批发部销售的“雪天”牌绿色加碘食用盐
进行抽检，发现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沅陵
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5月17日， 在掌
握相关证据后，专案组民警依法将唐某、田
某传唤至沅陵县公安局。经讯问，两人交代

从一名常德籍男子周某处采购假冒食用
盐，从中非法获利。

5月28日， 民警在常德市城南副食城将
犯罪嫌疑人周某抓获。然而，周某还有他的
上线，一名叫张某的常德籍男子。在省公安
厅的支持下，8月15日，专案组民警终于将藏
匿在常德市鼎城区体育馆附近一民房内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归案。张某供述了其从
广东籍男子胡某手中购买360多吨高级精制
盐（工业盐），从广东王某、莫某手中订购假
冒“雪天”牌食用盐包装袋，加工灌装至再进
行销售，从中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

10月12日， 该起制售假食用盐案被公
安部列为督办案件。10月20日，胡某在广东
省佛山市落网。

沅陵破获部督“假食盐”案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4日

第 2016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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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1040 397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47 173 215731

1 3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24日 第2016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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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987649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6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052114
8 986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423
107721
1718631
12497235

82
3898
65006
484575

3000
200
10
5

0716 24 25 3020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杨卫星 张礼
林）今年来，涟源力推林业转型升级，到11
月中旬止， 全市已有工商企业转型投资林
业建设企业近20家，投入林业建设资金5亿
多元。 全市共有各类涉林专业合作社和合
作组织362家，经营面积达45.25万亩。

近年来， 涟源市以林业工程项目为平
台，积极引导工商资本进入林业产业。引进
社会工商资本依法有序流转土地， 建设高
效规模种植基地，发展有机蔬菜精深加工、
休闲观光旅游产业；立足林业资源优势，着
力引进苗木花卉龙头企业， 并在果品深加

工招商引资方面争取实现新突破； 立足林
业优势,采取工程项目带动招商方式“借力
发展”。 博盛公司以园内珍稀花卉苗木、古
树名木为基础，大力发展藏香猪、山鸡等林
下种养业，兴建景观温室餐厅、体能拓展基
地、生态游泳馆，成为了长韶娄旅游高速带
上乡村休闲旅游的理想去处。 这些引进的
企业原来主要从事建筑运输、煤矿、石场、
砖厂、钢材贸易、公路桥梁建设等，现转型
投资林业建设，从事花卉苗木培育经营、油
茶等经果林种植和中药材等林下经济产业
及生态旅游产业。

涟源工商资本
助力林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