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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周云武

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棋局中，长沙正发
挥重要节点城市的战略功能。以湘江为轴，河
东河西都在积极探索内陆开放新模式、 新经
验、新路径，引领带动中部地区加快融入国际
经济大循环。

在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格局中，比
肩河东，河西高地耸立！

一个战略高地

11月22日，从香港传来喜讯：德润集团将
携45亿元，进驻长沙洋湖生态新城，发展医疗
养老、养生健康产业；远洋集团将投资60亿元，
在滨江金融中心打造高端城市综合体；海航集
团以100亿元落子月亮岛文旅新城， 建设中部
地区顶级航空体育文化产业园示范区……资
本是理性的，345亿元大单签约湖南湘江新区，
扎堆落户长沙市岳麓区，绝非偶然。

随着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获批，长沙“湘
江时代”被赋予更为深刻的内涵，岳麓区所占
权重前所未有。从湖南在全国“一带一部”战
略定位来看， 需要长沙发挥核心增长极的战
略功能。这一战略构架中，岳麓区扛起了大河
西脊梁的重任。

打造省会“西引擎”“西高地”，岳麓区的战
略突破选择是:推进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
融合，着力推进新城国际化、产业高端化、城乡
一体化、治理现代化和民生普惠化“五化同步”，
提速建成全面小康，加快实现基本现代化。

一个产业高地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天气晴好， 岳麓区洋
湖街道迎来不少访客。 这里的湘江欢乐城项
目是湖南首个世界级特大创新型综合旅游产
业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拥有欢乐雪域、欢
乐水寨、欢乐广场、欢乐天街、欢乐丛林、朗豪
度假酒店、洲际假日酒店、桐溪湖和湘江女神
公园等。

短短几年， 恒大国际健康城等项目进驻
岳麓区梅溪湖区域，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基础
更为坚实。恒大童话世界、湘江欢乐城等项目
建设推进顺利，文化旅游业加速发展。从长江
经济带来看， 需要长沙发挥重要中心城市的
战略功能。聚焦新兴产业，正是大河西的经济
发力点。

在岳麓区，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由 2012年的 34%增至今年前三季度的
52%。滨江金融中心被确定为全省的金融
中心，已进驻民生银行 、海南海药基金等
金融机构总部8家， 金融业税收贡献率由
2%增至7%， 成为全区新的支柱产业。河
西，正在开启现代金融业西进岳麓的新格
局。

岳麓科技产业园获批为省检验检测特色
产业园，集聚瑞士SGS、苏州苏试、清华博奥
等检验检测企业60余家， 成为中部唯一初具
规模的检验检测产业集群。中汽（湖南）汽车
服务产业基地、未来科技城等项目启动建设，
以抢占汽车后服务、 智能驾驶等新兴业态制
高点。

一个科技高地

岳麓区内有20多所科研院所、30多位“两
院” 院士、66个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2
万名科技人员、30余万高校学生， 长沙曾经

“西文东市”的布局成就了岳麓区无可比拟的
科技优势。而今，这一优势正锻造出大河西科
技高地的胜势。

建设5万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器、50亩企业
加速器、100亩科技研发总部、1500亩中南大学
产业化基地……这是中南大学科技园大力实施
的“5511”工程。该园以岳麓科技产业园为载体，
与中南大学合作共建，发挥了中南大学在先进制
造、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面的优势，从而打造
中部最佳、全国一流的检验检测产业专业园区。

岳麓区充分利用科技优势， 支持科研人
员以知识产权入股等形式参与项目合作，让

“创客们” 直接进入产业体系和市场环节，推
动创新成果及时孵化和产业化。 区里制定了
系列政策文件， 促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
的形成。探索完善科技创业社区-科技企业孵
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三级孵化模式。

今后5年，在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征
程中，岳麓区将坚持打造省会经济增长“西引
擎”，建设“西高地”，成为长沙加快发展的一
大战略支点。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谢古 唐跃红）近日，资兴市审计局局长
周华健再次来到该市州门司镇十里村， 与村
民共谋脱贫工作。村里特困户曹爱华告诉他：
“多亏你们帮助，我家今年养鸭已收入3000多
元，茶油收入5000元，南竹收入5000多元。”

资兴市审计局对口联系七宝村23户
贫困户。为帮助群众脱贫，该局因地制宜地
提出了产业扶贫思路，并协调林业部门，争
取油茶、南竹低改资金，低改油茶2000亩、

南竹4000亩。当地村民说，油茶低改后将
由过去“两年一丰”变为“三年两丰”，油茶
亩均年增收800元， 南竹亩均年增收500
元。利用当地高山环境，资兴市审计局还引
导村里发展高山冷水有机米， 组织村民开
发500亩高山水稻。

为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问题， 资兴市审
计局和村支两委组织村民修通山路， 畅通
运输，并联系2家商贸企业，解决了群众后
顾之忧。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小芳）
“永兴冰糖橙肉脆汁多、甜润爽口、质香味浓。”11月27日，永
兴县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永兴冰糖橙推介会， 县委副书记
傅景龙等向游客和广州市民推销永兴冰糖橙， 引起大家争
相购买。

推介会现场， 广州市民在品尝永兴冰糖橙后赞不绝
口。本来生活网食享会华南区总经理刘加亮说：“我们很看
好永兴冰糖橙在广州的销售，它的口感纯甜，品质也很好，
很符合广州市民的口味。” 本来生活网现场和湖南果联金
服网络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以后将通过网络销售永兴冰
糖橙。此外，湖南韶之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公共频道
《生活调查团》栏目组等也与永兴县签订协议，将建立电视

销售、网络销售、网点销售等渠道。这3个合作方将首批承
销10万斤永兴冰糖橙。

永兴冰糖橙2009年被授予“中国十大名橙”称号，2012
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今年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称号。优良的品质为永兴冰糖橙打开了市场，目前，
永兴冰糖橙已先后打入长沙、深圳、中山、济南、青岛、武汉、
上海、北京、沈阳、长春等国内大中城市，产品还远销英国、
东南亚各国。如今，永兴已培育冰糖橙专业合作社、公司89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9家，建立了“公
司＋基地＋农户＋协会”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全县冰糖橙种
植面积13.87万亩，今年总产量约8.5万吨，产值过8亿元，是
2.1万余户种植户增收的好产业。

河西高地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岳麓担当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第
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长沙市启动国家食
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食品安全状况持
续好转，目前食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98.3%。

去年9月， 长沙市被国务院食安办列为
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创建试点城市。 一年多
来，该市以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保障人民群
众饮食安全为目标，坚持改革创新，严惩违
法犯罪，规范产业发展，推动社会共治。完善
市、县、乡三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提升基层
监管能力，强化检测技术支撑，食品安全体
系不断健全；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实施产

销对接，强化农贸市场监管，食品市场准入
机制逐步完善；深入推进食品安全十大“利
剑”整治行动，重点对豆制品、米粉、乳制品
等重点品种和农贸市场、学校及周边等领域
进行综合治理，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
犯罪，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日益规范。

发布会上，长沙市食药监局局长、食安
办主任郭塨表示，下阶段将继续深入推进长
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各项工作举
措的落实，严格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广泛开
展创建宣传动员工作。 争取在2017年底通
过国务院食安办的终期评估验收，实现创建
目标，为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长沙食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98.3%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彭文强 吴国奇 肖晔 ）11月30日上
午， 湘乡市新湘路街道长桥社区居民李大
爷来到社区综合服务楼老年人活动中心，
开始他一天的活动。“这个服务楼建得好，
既可用来办公，又便于我们搞活动。”

据了解， 今年湘乡市高标准开展基层
服务设施提质改造行动， 建成村级活动场
所规范化建设示范点10个、“五小”（小食
堂、小厕所等）设施78个，新建及改造乡镇
干部周转房415套，5个城镇社区综合服务
楼也已竣工，受到群众好评。

提质改造基层服务设施，是湘乡市“连

心惠民”工程一项重要内容。为确保项目质
量，该市坚持“六统一”原则，即统一建设标
准、统一招标采购、统一工程管理、统一验
收、统一工程结算、统一资金拨付。市里每
月召开一次调度会、 每两月进行一次全面
检查和抽查督查、 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交
办会，确保项目如期推进。至11月底，壶天
镇南岳坪村等10个村的活动场所已建好
并投入使用，翻江等20个乡镇的“五小”设
施建设已全部完工。 新湘路街道长桥社区
新建的综合服务楼高6层、 建筑面积3200
平方米， 现在每天有几十位老人在这里打
牌、唱歌、打球等。

湘乡基层服务设施换新颜

资兴市审计局真情扶贫出成效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李红)今天8时30分，岳阳
市委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暨“面对面微宣讲，点对点解
疑惑”活动启动。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
表示，要把党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以
一张图表外化于形、一次恳谈内化于心、一
台说唱感化于声、一场互动交流固化于情，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打通学习宣传贯
彻六中全会、省党代会精神“最后一公里”。

11月28日，岳阳市委决定，开展贯彻
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面对面
微宣讲，点对点解疑惑”活动，由纪检、宣

传、市直机关工委、党校、讲师团、社科联、
总工会、团市委、妇联及当地高校组成50
个微宣讲小分队， 各县市区组建250个小
分队，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基层，向群众面
对面宣讲， 并对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
进行释疑解惑。

今天举行启动式后，50支宣讲小分队
奔赴各地，开展宣讲活动。刘和生带一支小
分队来到岳阳楼区郭镇乡建中村许庄组公
共活动中心，采用“演、讲、考”形式，向当地
党员和村民代表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岳阳
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演员还表演了自编的
三句半、快板等节目。

面对面微宣讲 点对点解疑惑
岳阳打通宣讲“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
联波 黎娜 唐满平 ） 记者从东安县纪委获悉，近日，
通过“大数据”查实，该县大庙口镇乐福村会计徐某某
侵吞公款8000元， 漆井村党员漆某某擅自出售集体
树木获利600元。 给予两人党内警告处分， 追缴非法
所得 。这是该县借助“大数据 ”反腐治“蝇 ”的一个缩
影。

今年，该县针对基层腐败涉农资金案件多、小案件多，
单靠人力调查办案显然滞后的实际，建立反腐治“蝇”“大
数据”库：即对全县各乡镇场、各部门、各村党风廉政建设
相关信息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登录“大数据”库，资
金入账、使用等一目了然，各单位、村组是否存在违反纪
律、资金未入账、群众投诉等“病史”，一一列明。为全县各
级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提供了重要依
据。

到目前，该县运用“大数据”，对退耕还林、农村低保、
农村危房改造等涉农资金展开专项清查，共计追回公益林
补助资金107981.3元。

永兴冰糖橙广州推介会受青睐
走俏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远销英国、东南亚各国

东安借力“大数据”
反腐治“蝇”

11月29日， 新宁县金石
镇白沙片区芦冲村，果农在采
摘脐橙。近年来，该村栽种了
2000余亩纽荷尔品牌脐橙，
年产脐橙500万公斤， 收入
2000余万元， 人均脐橙收入
超过1.5万元。如今，全村家家
户户盖起了新房子，其中有67
户人家购买了小轿车。

郑国华 赵满红 摄影报道

品牌脐橙
产业致富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785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2
1006
6887

4
18
140

209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410
85944

423
209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30日 第2016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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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484610 元
01 0903 05 07 17 19 2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30日

第 2016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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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1040 381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43 173 128539

7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