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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周怀立）
今天，株洲市召开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为全
市旅游在“十三五”期间再升温、再升级进行
动员和部署。市委书记毛腾飞为旅游大会所
做的批示中强调， 要科学制定旅游规划，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 不断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努力形成全民兴旅的良好氛围，将株洲打造
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 株洲市也拥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发掘，该市

已经形成了分别对应炎帝文化、生态休闲、红
色旅游、工业文明、快乐体验的“古、绿、红、
蓝、橙”五彩旅游特色，其炎帝陵、神农谷、红
军标语博物馆、茶陵工农兵政府、城市工业遗
址、方特欢乐世界等景点景区，已经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成为旅游热点。“十二五”期间，全
市接待游客3749.2万人次， 旅游收入254.45
亿元，分别比“十一五”末增长3倍和3.2倍，旅
游占全市GDP比重升至10.82%。

根据该市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该

市旅游接待要达到8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要达到600亿元， 旅游经济比重要占到全市
GDP15%以上。为此，该市提出打造“一极一
路、一带一区”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一极”为
强化炎帝陵祈福祭祀生态旅游核心极，“一
路”为打造平汝高速自驾游精品线路，“一带”
为构建湘江（株洲段） 文化旅游经济带，“一
区”为位于主城区的“中央都市旅游区”。

为实现“十三五”旅游目标，株洲市正在
和准备实施39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902亿元。

与此同时，该市还适时出台了《关于旅游业发
展十条办法》，明确规定要求加大政府主导力
度，推进旅游业快速发展；鼓励旅游企业做大
做强做活，促进旅游业升级发展；支持鼓励多
元营销，提升株洲美誉度和影响力。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嶷峰 乐水旺）11月27日一大早，
万家鹅业有限公司设在宁远县天堂镇老屋
场村的肉鹅收购点已热闹起来，村里贫困户
张志军来到收购点卖鹅。他告诉记者，由万
家鹅业提供幼鹅、 养殖技术并回收成鹅，他
今年养鹅已“进账”近6万元。这是宁远县实
施“一村一企业（专业合作社）”扶贫，让贫困
群众脱贫有依托、增收有保障的一个生动事

例。
宁远县至2014年底仍有贫困村120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5384人， 脱贫攻坚任务
艰巨。为此，该县立足当地实际，精心培育放
心米业、中联天地、九嶷山茶油科技等80多家
扶贫企业（专业合作社），并引导这些企业（专
业合作社） 在全县90%以上的贫困村建立产
业基地，以带动贫困村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同时，企业也获得优质生产原料，实现双

赢。 湖南舜天恒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
宁远县水市镇梅岗黄家村建设牛源基地，向
村民提供良种并回收产品，带动1000多贫困
人口养牛。去年，户均增收2000多元；今年前
三季度，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

同时，宁远县推出“分贷统还”小额信贷
模式，即由企业（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由
银行向贫困群众发放小额贷款，贫困群众将
贷款入股企业分红。为切实维护贫困群众的

合法权益，还要求贫困群众每年保底分红不
低于投入资金的15%，从而让贫困群众有了
稳定的收入。

通过企业带动，宁远县脱贫致富步伐加
快。去年，全县减少贫困村30个、贫困人口
28727人，扶贫实绩综合考核排全省第二、精
准扶贫考核排全省第五，并被评为全省“全
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县”。今年，预计有60
个贫困村、30624名贫困人口可实现脱贫。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
员 扶昆）“自从供电分离移交后，我们因转供企
业拖欠电费导致经常停电的问题解决了， 生活
便利多了。”11月29日，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
华湘社区居民李先生说。

据了解，去年8月，郴州市启动国企“三供
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移
交工作。 该市需进行社会职能分离移交的中
央和省属企业有26家，多为工矿企业，远离中
心城区，其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改造难度
大、任务重。为确保按期完成分离移交任务，
该市企改联席办建立工作台账， 从供电分离
入手，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召开协调会，积极
寻找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解决办法。 他们把
华湘社区（原核工业部七一一矿职工家属区）
作为试点单位，投入资金1169万元，完成供电
分离改造3069户。

目前，郴州市26家社会职能分离移交企业
中，已有10家完成供电分离移交、6家完成供水
分离移交。物业改造移交正在进行调查摸底、方
案设计等前期工作。按照计划，驻郴州省属企业
与央企“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将分别在
2017年、2018年完成。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湘河）农行
湘西分行将金融精准扶贫作为工作重点， 突出
加大新型农业主体支持力度。至10月底，该行
扶贫贷款余额达到28.6亿元，同比增长24.6%。

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 农行湘西分行因
地制宜，重点选择适宜湘西山区的油茶、茶叶、
猕猴桃、 蔬菜种植及黄牛养殖等专业大户和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予以资金支持。通过大
户带贫困户，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产
业加快脱贫。为此，他们在上级行支持下，创新
推出了“油茶贷”“茶叶贷”等特色产品，推动保
险公司和各级政府共同建立增信机制，采取“担
保公司+农行+扶贫企业或贫困户”“政府风险
补偿基金+农行+扶贫企业或贫困户”“保险公
司+农行+贫困户”等多种金融扶贫模式，有效
解决贫困地区企业和农户贷款难、担保难、贷款
贵的问题。

近两年来， 农行湘西分行共贷款支持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300余户，重点支持发展古丈有
机茶、凤凰生态园红心猕猴桃、永顺优质大米种
植及龙山百合加工等。 该行向凤凰县阿拉营镇
天星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300万元，
支持红心猕猴桃种植， 已带动周边建档立卡贫
困户98户495人脱贫致富。

“古、绿、红、蓝、橙”五彩旅游成特色

株洲：游客目标剑指八千万人次

80多家企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

宁远：“一村一企”推动精准扶贫

郴州快速推进国企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湘西农行
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运友 吕海南）身为人大代表的房地产
开发商朱某，日前主动走进永州市地税办税大
厅， 一次性补缴欠税及滞纳金200余万元。这
是永州市地税局运用纳税信用证明配合严审
人大代表资格的结果，也是努力营造诚信纳税
氛围，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为充分发挥地税职能优势， 运用好纳税
信用功能，今年下半年，永州市地税部门首次
尝试对“两代表一委员”、劳模、先进工作者等
各类社会身份推荐以及企业参评知名商标等

资格核查中，开具涉税证明。今年当地“两会”
换届审核代表资格时，市地税部门积极配合，
对495名人大代表地方涉税情况进行全面、统
一排查，共发现15人存在涉税问题，通过发函
整改，目前欠缴税款已全部补缴到位。

目前， 永州市地税部门还对全市899位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79家申评永州市知
名商标市场主体、11家新认定农业产业化省
级龙头企业、45家申请认定省著名商标企业
的纳税信用情况进行了核实反馈，加强了纳
税信用评价结果的增值应用。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 在长沙市金霞开发区跨境
电子商务大厦，4层、5层是长沙海关现场业
务处和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长沙霞凝港办
事处。记者今天获悉楼上7层、8层要添“新邻
居”，国税、地税和工商分局将在12月进驻这
里并联合办公， 让园区1000多家企业足不
出“园”，就可就近把事办好。

为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决策和部署，今年年初，长沙
市把深化园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点

推进。按照“提升园区审批效率、优化园区审
批流程、改进园区审批措施”的要求，开福区
努力实施“园内事园内办”和“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项目立项、招投标工程、中小微企业
认定和备案、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审批等13项审批均可在园区内完
成。特别是国税、地税、工商的联合办公，国
土、农水、规划、发改、城管环保等多部门的
并联式审批， 大大简化了办事审批流程。此
举走在省级园区的前列，获得了驻园企业的
一致好评。

11月27日，麻阳苗族自治县兴隆社区锦江广场，老年文艺爱好者表演文艺节目，
吸引了众多市民观看。这支老年文艺表演队由居民自发组织，常常身着盛装为邻里乡
亲免费表演民间花灯、小品、歌舞等节目，既快乐了自己，丰富了晚年生活，又活跃了
社区文化生活，深受市民的喜爱。 滕树明 摄

长沙金霞开发区实施“一站式服务”

永州加强纳税信用评价应用

活跃社区 快乐自己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天
爵）今天上午，长沙梅溪湖恒大国际健康城项目在长沙
正式签约。

据了解，该项目由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湖南湘
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内容包括医疗产业
园项目（含国际高端医院项目、 医学研究生命谷项
目）、颐养社区项目（含康养酒店）两大板块。将以国际
一流水准的高端专科医院集群为核心， 集医疗服务、
医学研发、健康管理、康复养老等高端医疗服务产业
于一体，打造“医、养、研、商、游”全生命健康服务链
条。

恒大国际健康城
落户长沙梅溪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9日

第 2016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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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1040 708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14 173 34822

8 1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29日 第2016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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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989084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8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846950
2 2016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58
89699

1518954
14091964

81
3480
60504
587554

3000
200
10
5

1002 17 26 3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