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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徐德荣 蒋
星 王亚成）“银企亲情握手， 我相信我
们公司的油茶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春
天。”近日，在衡阳市“金融帮扶油茶”主
题活动日座谈会上，湖南神农油茶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万元高兴地说。

这次主题活动由衡阳市林业局
举办， 市金融办及当地10余家银行、
保险机构参加，旨在推动解决油茶产
业融资问题。

衡阳市是全国油茶产业建设示范
市，享有“湘南油海”“全国油茶之乡”
之美誉。近年来，该市提出“百里油茶
百里富，一方产业一方兴”，组织力量，
在耒阳和常宁境内320省道沿线，打造
引领油茶产业发展的百里油茶产业示
范带， 进一步促进和带动全市油茶产
业向集群化发展。目前，已形成耒阳至
常宁至祁东、衡东至衡山、衡阳县至衡
南3大油茶产业集群。全市油茶种植总

面积达350万亩， 居全省各市州第一，
占全省种植总面积六分之一； 年产茶
油3.6万吨，产值突破37亿元。

为壮大油茶产业，衡阳市以林业
科研院校为支撑，以县级林业科技推
广中心为基础，建立起产学研相结合
的科技支撑体系。 在整地、 栽植、施
肥、有害生物防治等环节，推广标准
化生产。 还成功引进和培育了湘林、
长林、衡东大桃、华硕等4个主要品系

近70种油茶优良品种， 今年已向湘、
粤、桂、赣4省区供应种苗280多万株。

同时， 衡阳市大力培育油茶企业
与种植大户。目前，全市共发展油茶造
林公司80家，关联农户10多万户，并发
展100亩以上油茶种植大户357户，规
模种植面积达53万亩。 还引导农业机
械公司与油茶企业合作， 开发研制烘
干、剥壳、垦复等油茶生产机械，运用机
械化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白
培生 通讯员 扶昆 ）日前，中化蓝天
又投资1.7亿元，在郴州开工建设三氟
氯乙烯项目一期工程。这是中化蓝天
在郴州打造氟化工完整产业链的一
个重要项目。中化蓝天郴州基地董事
长陈蜀康告诉记者，未来5年，公司还
将依托郴州丰富的萤石资源，再投入
20亿元，实现氟化工产业集群发展。

据介绍，与中化蓝天一样，今年在

郴州追加投资的央企还有中国建材、
华润集团等。中交集团、中国建筑等央
企今年也相继来郴州考察洽谈， 寻找
合作项目。今年来，郴州已接待央企高
层考察17次，获央企追加投资75亿元。

郴州矿产资源丰富。 近年来，该
市立足优势资源，结合国家产业布局
和央企发展战略， 在资源精深加工、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完善重大基础设
施等方面发布了一批重点项目，吸引

一批央企前来投资或追加投资。目
前，全市累计引进央企29家，签约项
目76个，协议投资1780亿元，到位资
金346亿元。

在项目引进后，郴州实行“六个
一” 工作机制， 积极与央企对
接，协调解决项目融资、用地、
用工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有效
提高了项目履约率。 投资50亿
元的南方石墨公司年产20万吨

石墨浮选提纯及加工项目，现已开工
建设。华润电力资兴风电、东江湖大
数据产业园配电网、火电供热改造等
项目加快推进，华润在郴州的投资将
突破100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李红 李亦恩）今天9时
50分， 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在岳阳
经开区南翔万商国际商贸物流城一
期工程现场宣布： 岳阳市2016年重
大建设项目集中竣工。此次集中竣工
的重大建设项目有51个， 总投资
253.9亿元， 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
近5亿元。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牢固
树立“项目为大、项目为重、项目为
要”的工作理念，加大项目攻坚力度，
今年已成功举办4次项目集中开工、
竣工仪式，掀起了一波波项目建设的
高潮。此次仪式分市区和县（市）区两
级开展， 旨在动员全市上下凝心聚
力、保持定力，加速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更好地推动“一极三宜”江湖名城
建设。

从项目类别来看，有基础设施项
目11个、重大产业项目20个、民生保

障项目19个、 生态环保项目1个。从
投资规模来看， 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
有33个，其中投资5亿元以上项目有
11个，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5个。从区
域布局来看，市区集中竣工项目有24
个，总投资182.2亿元；县（市）区集中
竣工项目27个，总投资71.7亿元。特别
是， 有南翔万商国际商贸物流城 (一
期)、 岳阳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园（一
期）、 巴陵油脂食用油加工综合项目、
洞庭八百城（洞纺退二进三项目）、蓝
天豚硅藻泥绿色建材生产项目等一批
超10亿元的重大项目全面或部分竣
工， 集中在重点支撑发展的新行业、
新领域， 必将对该市经济强筋壮骨、
扩量提质产生重要的作用。

岳阳市市长刘和生称， 此次竣
工的这批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大、带
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必将为岳阳
发展转型升级、 跨越赶超提供强力
支撑。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王晗 ）2016湘江大数据创新峰会
将于本月23日在长沙举行。 记者
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获悉，
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届时
来自产、学、研各领域共500名专
业人士将聚首梅溪湖畔，共商产业
发展大计。

此次峰会由省科技厅和湘江
新区联合主办，以“数据共享，创新
共赢”为主题，旨在加快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促进大数据学术交流
与企业合作，推动我省大数据产业
发展。峰会期间，将举行“湘江大数
据创新研究院”和“湘江大数据产
业联盟”启动仪式，两机构将致力
于推动大数据政产学研对接、研制
大数据相关标准和规范，实现大数

据科技项目的公司化与商业化。此
外，还将采取政策研讨、主题演讲、
圆桌会议等形式，围绕“大数据时
代的机遇与挑战” 进行深入探讨。
大会将邀请省高等院校、大数据著
名专家学者、知名互联网科技企业
代表等参会。

湘江新区自获批以来，始终以
建设“产业高地”和“科技高地”为
战略目标，高度重视大数据在科技
金融、智能制造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的巨大潜力， 努力为科技企业、中
小企业和创业者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环境。 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主办此次峰会，建立大数
据领域专家智库，吸引国内领先的
大数据企业在新区落户，加快形成
大数据产业集聚效应。

衡阳油茶总种植面积350万亩
形成三大产业集群，倡导金融帮扶油茶产业

郴州喜获央企追加投资75亿元
已累计引进央企29家，签约项目76个

岳阳51个重大建设项目
集中竣工
总投资253.9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近5亿元

湘江大数据创新峰会
23日将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今天，衡
阳县3个重点项目开（竣）工，其中西渡
高新园区核心片电商产业园竣工开
园、 唯品会中南地区运营总部项目开
工、衡阳市船山大道全线竣工通车。

据介绍，衡阳县电商产业园总投
资1亿元，主要为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
目提供服务平台， 为县城电商提供孵

化基地， 还将建设物流中心及其他配
套设施，力争3年内入驻电商企业100
家、配送企业30家。唯品会中南地区
运营总部项目首期投资12亿元，将建
设约20万平方米的仓储、物流、电商、
运营及结算中心等。 衡阳市船山大道
全线长34.2公里， 总投资45亿元，从
2013年7月动工， 历时3年多建成，是
衡阳市又一条经济发展大动脉。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曹荣芳）今天，从株洲
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传来消息，该
公司王浩院士工作站近日与荷兰三
角洲研究院(Deltares)签订中荷水力
系统实验室合作协议，将共同建设我
省首个世界级供水节水工程实验室。

据了解， 南方阀门承担了两项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与多所高校、 科研院所就建设智慧
水务联合实验室、 省新型阀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开展合作共建，并
获得2016年度国家大禹水利科技奖

一等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是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
所原所长， 我国著名水文水资源专
家， 长期关注湖南水资源研究与建
设，与南方阀门合作多年。荷兰三角
洲研究院在水资源及设施应用研究
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对南方阀
门在水安全和水管理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很看好。这次三方合作，力争将
中荷水力系统实验室建设成为世界
级水力试验设施，以推动长株潭水资
源高效利用、水安全及水生态产业集
群发展。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陈新 陶
芳芳）近日，在长沙市天心区新韶路
与新姚路交接处， 挖机来回作业，石
人冲水库公园建设快速推进。 据了
解，这里原是一个污水库，经过建设

者精心“打扮”，将变成滨水休闲城市
公园。

天心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介
绍， 石人冲水库周围建筑排污管线不
完善，污水直排水库中，水污染严重，
居民反映强烈。水库建设项目区内，还
有一家混凝土搅拌厂。 今年10月，城
管部门联合建设等部门， 开展大型拆
违行动， 拆除了混凝土搅拌厂及周边
近50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 根据规
划，天心区在原址新建一个水库公园。

据了解， 今年天心区45个拆违
覆绿项目已全部完成，拆违覆绿面积
66.4万平方米，这相当于20个天心公
园的面积。

天心区拆违覆绿逾66万平方米
污水库变滨水公园

衡阳县3个重点项目开（竣）工

中荷合作共建水力系统实验室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郑方艳 朱
菲）12月16日下午，娄底市中心医院党
委负责人对财务、药剂、设备、基建等
重点岗位人员，进行提醒约谈。预防为
主、抓早抓小，全面深入开展廉洁谈话
工作，在娄底市中心医院已成为常态。

今年，该院出台了开展重点岗位
党风廉洁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提醒
约谈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约谈对
象、内容、方式，并严格按照要求，对

调整提拔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任前廉
洁谈话，对重点科室负责人和关键岗
位45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廉洁提醒约
谈，对机关职能科室和临床医技科室
268名中层干部进行了党风廉洁建
设和行业作风建设主体责任例行约
谈。同时，聘请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
开展满意度调查， 对满意度较差的
18名科室负责人进行了问责约谈，
促使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娄底中心医院廉洁谈话成常态

云中漫步 � � � � 12月18日，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游客行走在桥
面，从桥下仰拍，似悬浮在空中，漫步云间。 赵勇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54327
1 97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89
967

11047

12
27
234

79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693
107730

463
258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19日 第2016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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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2 1904 05 06 08 11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19日

第 2016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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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 1040 1360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39 173 335447

8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