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曹五洋）12月7日， 国家
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第三批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 郴州市榜
上有名。

近年来，郴州市依托区位、资源、开
放等优势，大力实施“产业主导、全面发
展”总战略，坚持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
“十二五”期间，该市走开放、生态、中等
城市城镇群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
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累计提高8.1个百

分点，达到49.8%。郴州大道、郴永大道等
城际干线建成通车，全市域“一小时通勤
圈”和“大十字”城镇群“半小时通勤圈”
也形成，郴州北湖机场、赣郴永兴铁路等
重大交通项目正在实施， 一个立体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渐行渐近。

为完善城市功能，郴州市还从解决群
众最迫切的上学、看病等难题入手，从去
年起实施中心城区化解大班额、医疗卫生
服务“三年行动计划”等民生民心工程。今
年秋季，新增学位9500多个，班额平均下

降了2%至3%。市康复医院、市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同时， 郴州市积极开展多项创建活
动，成功创建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等，并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城市品质、形
象得到大幅提升。该市苏仙区飞天山镇
等4个镇获批为国家特色小镇，永兴县
柏林镇获批为省产镇融合示范镇。

据介绍， 跻身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地区，可享受政策优先落地、转移支付
支持、金融及其他政策倾斜支持。下一步，
郴州市将抢抓机遇， 出台试点工作方案并
精心组织实施， 把试点机遇转换为体制机
制创新的动力和加快转型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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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 ! ! "# ! "" "#$%&'()*+
, %&'-./0,1 2345
6789:;<=+>?@AB C
DEFGH=+I=JK2L
$%&'()! *+,-.')%M 7NOPQR
STUA+VMWXY /0,12! 30.M
:;<Z[\]^_`abWc
4+)(056! /7. dGe_fgh=i
jklmnopq45# rstu
vQwxI=yz{|}~# ��
���Z[X�# ���'��i
jlV�������=`��B

6���#$%&'()! *+,-.')%

��QG'I=6�������
��?�~#  ¡�¢£¤�¥¦
§¨w©=+Bª«¬®.¯#°
�'=+±²³´µ¦¶·¸¹=
ºM»¼M½¾¿À'=+#�pÁ
Â±��ÃÄÅ}ÆÇÈÉÊ'Z
[B /0,12! 30. ËÌ���'��
ÍÎIl#QG*+ÏÐÑ�ÒÓ¾
0ÔB 25����'=`M?ÕF
ÖZ[M�ÒÓ'×_45#0Ø¦
Ù��6-.'I=¬�ÚÛ2
5ÜB

789:;<=+ÝvGÞß

I=�¢àá/89âãÆäÜ#³å
æçè´´µéêëì<Mí=Mî
�M£�ïðñÞß=+B=+=�
ò¨=óôõ5=`��# ò=�
'ö÷I=Mö÷k`#��*+y
z}~.øù=�'úûüýB þ
_# =+ÿ!k`h=ij"#I
=$k`%&# ij'()=�*
/¬+,# o-.='/012
34#5Û¬67d#8À9:;
=�<=*+B >o-#?@ "# !
: "# ²+ÁAB`�CDE.Ã
vGM FIGHI ;< JKyzÌ
L#<=>=�MNOI=MPQRG
=àd()STI=KyzB

!!"#" #$%&'#

!"#$%&'()*+,-./

!"#$%&'()*&+(),-. !" /012
3(45678/9:;<=>?@ABCD<E+(F
GHIGJK<'(LMBNCO#P(OQMRSTU
DVHWXYZ<[\]^.+'(U_5`abcd

ef<ghi<$%&'()H+()jkl)mn<
opqrsNHtuHvwxy<bz)0{|05}~
�|<�J����<������{���<�����
�H����<��.+'(U_�'��H����d

 _¡]¢i< £)l¤�RTU¥(< ¦§¥(
¨<AB©ª¦«¦¬<�^.6®(¯�°±²#¥£
±³9#¥(��´µ #$%¶W·�R¸¹ºC�(»@
C#P¼D/�R+(½C�'(¾C<¿ÀÁ�Â(Ã
ÄÅ3Æ(»ÇE+'(È�ÉÊ(OXËÌÍÎÏÐÑ
ÒÓ¡KÔ4#�cÕÖ.CD×Ø¶ABTUCD#?
@¡]Ù(ÚÀ�2(Û3�ÜÝÞ/ßÀ<�À&àá
âã°äåSæ¨TUCDçèé< Pê±®(¯�R
TUëX¶ABTUìí<¼îïðñòó<ôõ.ìí
ö÷HøùH�ú°ûü

¬ýþÿ��+'(U_< ��!ª"UH #M$
UHð%&U<'(.(O)*+HC®b,<-..(O
/0ùH®(¯1mù<�^.'(H+(H®( 6̄ê�
¼29ü !!"#" #$%&'#

!"#$%&'()*+,-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13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颜志武 ）最近，在邵阳
县金江乡金江湖畔， 举行了2016年湖
南省自行车联赛，3000多名自行车骑
行爱好者参赛。 大批观众从四面八方
赶来，虽然人流如潮，但来去顺畅，没
有出现拥堵。

据了解， 邵阳县今年投资5000万
元，对金江湖自行车赛道进行提质改造，

将10公里长的主赛道加宽至6.5米，全部
改铺沥青路面。同时，拉通五峰铺镇排桥
村经弄子村至金江水库公路、 白仓高速
出口至弄子村两个出口， 疏通了金江湖
一带的道路“经络”。

邵阳县以“交通大突围”疏通经济社会
发展“经络”，全力构建“南北相通、东西相
联、进出通畅”的公路网络。今年已完成投
资5.1亿元，进行“九路一站”（207国道

邵塘大道、汽车总站等）等重大交通项
目建设，一条条充满活力的“生命线”铺
展开来。今年10月竣工的043县道提质
改造工程，就让沿线红石、黄荆、谷洲等
5个乡镇受益。

“交通大突围”中，邵阳县重点支持
贫困村、农村旅游景区景点路网建设，优
化农村路网结构，消灭各村间“断头路”，
疏通“毛细血管”。今年来，全县共完成

84.2公里农村公路拓宽提质改造工程，
实现乡村公路串点成线、连线成环，促进
流通，加速农村脱贫致富。五峰铺镇合作
村村道经改造后，告别了拥堵的历史，促
进了高霞山休闲旅游发展。 金江湖生态
旅游经济线建成后，将贫困村枇杷村、新
建村、 金江村与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弄子
村连接成片，正共同发展特色蔬菜种植、
乡村休闲旅游等。

邵阳市修订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王韬）
记者在邵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该市新
修订的《邵阳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日前发布实施。

据发布人介绍， 随着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和新
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食品安全监管由原来多龙
治水逐步统一， 各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划转和变
更导致原应急预案不再适应新的监管体制。 为进一步规范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开展事故救援，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食品安全事故对公众造成的健康危害，邵
阳市政府组织对原有的《邵阳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
修订，并于11月28日印发。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李星）第二届
中国民营企业权益保护长沙峰会将于本月17日在长沙市望城
区举行。近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峰会相关信息。

本届峰会以“法治正前方：责任、使命、权益”为主题，由北
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和长沙市工商联主办，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
务所承办。峰会将邀请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围绕《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作全方位解读和宣讲，旨在传递
产权保护法制化正能量，增强民营企业信心，进一步激发企业
家创业、投资热情，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届时，国内法学
界、经济学界、企业界等近500位专家学者将汇聚一堂，就依法
保护民营企业进行对话交流。

第一届峰会于2014年举办， 对助推法治环境改善和民
营企业经营环境改善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湖南天地人律
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表示，两年间，民营企业的维权意识逐
渐增强。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石天元)12月12日上午，记
者在花垣县麻栗场镇新桥村， 遇到村
里70岁的老支书龙金堂， 他兴致勃勃
唱起了苗歌：“一事一议好， 烂桥变新
桥；党的阳光照，新桥变金桥……”记
者看到， 新桥村通往各家各户的都是
水泥路、石板路，自来水直达灶台，村
巷里竖起了太阳能路灯， 还新建了垃
圾集运站。

花垣县财政局局长田宗武告诉记
者，全县通过“一事一议”，扮靓了300
多个新桥村这样的苗族村寨。

花垣县积极探索建立“一事一议”
新机制，将其与精准扶贫、保护传统村
落有机结合起来。 最先选择麻栗场镇
10个村、 花垣镇道二片区10个村进行
试点，实施道路、水井、池塘以及自来
水、排污、灌溉、桥梁、凉亭、太阳能路
灯等民生工程， 不留死角。
20个村连片实施的成功，带
动全县依托“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实施“生态村
寨”“清洁村寨”“美丽村寨”
建设， 项目涉及全县300多
个村寨； 同时也带动了农

业、水利、交通、国土、移民等部门资金
的统筹整合，捆绑使用，整合各类资金
达1亿多元，受益群众20万余人。全县
20个村分别成为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
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和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陶芳芳 李
琛）近日，弘高车世界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到天心区暮云经开区办理建设项目
备案，不到3天就办结。据了解，天心区
以优化制度、流程和服务，打出审批提
速组合拳， 开辟了一条园区涉企审批
“绿色通道”。

天心区坐拥天心经开区、 暮云
经开区两大省级园区， 辖内企业众

多。为提速园区涉企审批效率，近年
来，天心区出台了文件，明确园区审
批事项、 审批机制和绿色通道受理
范围。今年上半年，天心区向两所园
区下放、优化的38项涉企行政职权，
全部纳入“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
办。在此基础上，开设网上园区行政
审批政务窗口， 园区所有审批事项
100%实行网上审批。此外 ，园区也

积极探索高效服务以提高办事效
率。如在天心经开区，园区以服务管
家的身份主动为企业提供代理服
务， 并在园区设立服务窗口， 设置
“招商引资、规划建设、产业服务、社
会事务、 监督投诉”5个窗口实行一
站式办理， 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
园区权力清单、流程清单等，方便辖
内企业知晓各项办事流程。

桂东国地税
联合办税提升效益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 曾
凯）12月8日，桂东县地税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县国、地税今年
在联合定税、代征、核定上下功夫，提升了综合效益。1至11月，
共实现国、地税收入2.49亿元，同比增长43.1%。

今年来，桂东税务部门按照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的要求，在多领域深入开展合作。他们精心编制了合作“路线
图”，明确联合办税、联合执法等7大合作事项，并联合成立建
筑房地产、小水电、涉农行业3个专项税收管理办公室。同时，
为方便纳税人，组建了联合办税服务厅和联合税务分局，科学
设置服务窗口，采取“一人一窗双系统”办税模式，做到“进一
家门、办两家事”，降低了纳税人办税时间成本。

古丈国税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石聪）12月8日上午，记者在古丈县
国税局税务微信平台上看到， 该局开设的

“微党校”设置“党章党纪”“党史党建”“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3个知识集萃模
块，并列出452个题目，供党员干部们学习。

古丈国税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开设“微
党校”，是古丈县国税局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创建的学习新载体， 方便党员干部
通过手机“随身带、随时学、随地测”，实现
了学习教育便捷化、及时化、经常化。该局
还联合县地税局，开展“我最喜欢的家训家
风”评选活动，7000余人参与投票评选，参
与者来自全国260多个城市。

通过系列文化活动， 古丈县国税局大
大提升了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准， 该局
获“湖南省文明单位”荣誉，其办税服务厅
获“湖南省青年文明号”称号；该局今年国
税收入突破一个亿已成定局， 比去年增长
预计超过25%。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嘉禾推动农企“触电”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李友）近日，嘉禾县“绿禾”
淮山企业主李四苟介绍， 他办的公司去年
下半年上了互联网后，市场销售路子宽了，
今年公司所产淮山基本是在网上卖掉的，
目前已销售40多万公斤， 同比多了13万多
公斤。

据了解，近年来，嘉禾县全力推进土地
流转，发展规模农业。按照“一乡一品一产
业”布局，对全县1100余家种养大户进行引
导与整合，提升其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
商品化水平， 形成了380多家农业企业，拥
有了“三味辣椒”“绿禾” 等30多个知名商
标。县里还对各农业企业进行帮扶，指导其
搭乘互联网＋快车，拓展销售渠道。从380
多家农业企业中，筛选40家特色突出、品牌
知名度高、示范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定为县
级示范性企业，在政策、技术、服务等方面
进行倾斜。 并成立专门的互联网＋业务指
导小组，帮助各示范企业做好互联网＋业
务。

走开放、生态、中等城市城镇群协调发展之路

郴州市“国家级试点”提质升级

南北相通 东西相联 进出通畅

邵阳县“交通大突围”舒筋活络

天心区园区审批设“绿色通道”

花垣“一事一议”扮靓苗寨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成共识

第二届中国民营企业权益保护
长沙峰会17日举行

龙腾
12月12日，洞口

县高沙镇文化志愿
者为村民表演舞龙。
当日，该镇60多名志
愿者来到石榴村，开
展“文化惠民进万
家”活动，为农民表
演舞蹈、戏曲等文艺
节目，让农民在家门
口 品 尝 “文 化 大
餐”。 滕治中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675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57
542
5747

1
10
125

344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211
70370

218
168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12日 第2016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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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296 元
12 1715 18 22 24 25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12日

第 2016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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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1040 865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68 173 236664

4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