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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晓 陈雍容）“今年脐橙好卖，橘子还
在树上就被电商订购了。”12月19日，卖掉自家
3000多公斤脐橙后，辰溪县辰阳镇周家人村贫
困户周贤贵高兴地说。和周贤贵一样，今年全
村200多户脐橙种植户都享受到了电商扶贫带
来的好处，300万公斤脐橙销售一空。

“抓好产业扶贫，我们突出‘互联网+’，
选择走电商扶贫路子，让电商与‘三农’有机
结合起来。”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介绍，县里
建了电商产业园，县财政每年还安排1000万
元作为电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引导电商企
业对接“三农”，扶持贫困农户发展产业。今年
1至11月， 全县共完成电子商务交易7.86亿

元，增加就业3000余人，直接带动贫困群众
人均增收2000元。

抓好电商产业扶贫，平台整合是核心。辰
溪县巧借电商企业推动县域电商服务和运营
体系建设，选择中国邮政、京东集团、中国惠
农网、农创网、辰河农特等企业为县域电商合
作企业，并推进“六位一体”村级综合服务中
心建设， 力争电商企业服务终端覆盖至每个
村（社区）。目前，全县已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站
97个，23个乡镇快递点实现全覆盖，76个贫
困村建立了物流服务点。

同时， 辰溪县依托日益健全的电商服务
体系和辰河农特、中国邮政等电商平台，将生
态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产业融入互

联网， 并引导电商企业连接县内500多户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探索“电商企
业+大户+基地+农户” 的产业扶贫新路子。辰
阳玉芳腊肉坊、辰溪香土粉糍粑等企业、大户、
合作社主动与辰河农特公司联姻，通过京东、淘
宝、惠农网等电商平台外销。目前，已外销腊肉1
万多公斤、 粉糍粑4万多单、 猕猴桃13万多公
斤，惠及1000多户贫困农户。

辰溪贫困群众“e路”迅跑摘穷帽
今年前11个月，完成电子商务交易7.86亿元，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连日来，岳阳县月田镇邓谷红薯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陈浩忙着打包、发货，产自穷乡僻
壤的“铁山源”红薯粉，通过电商网上热卖，漂
洋过海至东南亚地区。如今，红薯片、土猪肉、
蜂蜜、土鸡蛋……这些寻常土特产，自从遇上
全县的“互联网+品牌创建”便很快成了“网
红”，村民也搭上“互联网+脱贫致富”的快
车。今天，县农办主任王靖称，全县已有11个
品牌在市场上走红，3种农产品荣膺“中国国
际农业博览会金奖”。

岳阳县属农业大县，近年来以“品牌创建”

为抓手建设现代农业，根据“有生产基地、有经
营主体、有县域特色、有市场前景”为原则，围绕
无公害蔬菜、鸽业、优质葡萄、红薯粉、土鸡、黄颡
鱼、油茶、黄茶、富硒产品等9个重点来创建农业
品牌。争取资金3600多万元，组建“岳阳县品牌
农产品生产过程24小时实时监控”网络，给9类
产品的生产基地、加工车间、农资仓库安装高清
摄像头，对施用农药、投放饲料肥料等生产加工
过程的所有信息资料，通过光纤传输至互联网，
向社会公开，让消费者随时查看。目前，该县已
成功创建59个市级以上农业品牌。

该县引导互联网与农业联姻， 以龙头企

业为依托，建立“政府牵头、企业搭台、农民唱
戏”的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引入阿里
巴巴岳阳县营运中心，同步开通“淘宝村口店”；
将所有快递公司整合到县电商物流园集中营
业，再通过新组建的“岳阳县乡村物流公司”接
力快递，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让农产品
搭上了电商“快车”。

截至目前，全县55个村级“农村淘宝”服务站
生意红火，新成立的13家电商企业，农产品远销
日本、 韩国。 该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从8年前的
11.6%上升到现在的36.8%；品牌农产品网上交易
额超4亿元，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近3成。

岳阳县11个“农”字品牌成“网红”
农产品远销日韩， 品牌农产品网上交易额超4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龚伟 曾秘

“现在我就在自己家门口上班，日
子过得比城里人不得差。”近日，安化县
马路镇云台山村的村民龚政权对记者
说。他现在是村上引进的企业云上茶业
的一名员工， 负责茶园培管， 每个月
3000元工资。 住了53年小木屋的他告
诉记者，明年他准备建楼房了。

云台山村海拔900米左右， 风光秀
丽，适宜茶叶生长。近几年来，随着安化
黑茶的红火，云台山村引进了3家规模茶
业企业，并大力发展旅游，“茶旅一体化”
使村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13年
的时候， 全村近1200人中有300多村民
靠在外务工谋生计。到今年，全村除了在
外办企业的村民外， 再没有一个人出去
打工，而是在自己家门口赚钱。

2016年，3家茶企共有600多个工
作岗位，吸纳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云台
山村人。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可以

在这里采茶和管理茶园，每个人的年收
入没有少于1万元的。

从镇里顺着8米宽的盘山公路上山
后， 最显眼的建筑就
是目前云台山村规模
最大的农家乐———云
海农庄。 其老板邓建
兵以前一直在外给砖
厂跑运输。2014年，邓
建兵看到来家乡山上
旅游的游客越来越
多， 吃、 住却成了问
题，觉得这是个商机，
于是他便下定决心回
来开农家乐。 农庄开
业后几乎每天宾客爆
满， 一到周末和节假
日， 更是忙不赢。今
年， 邓建兵已经收回
了所有投资。目前，全
村已经有8家成规模
的“农家乐”，生意都
不错。

云台山村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今年已经
突破了1万元。“我们
现在的目标是尽快让

更多村民富裕起来，成为安化县‘茶旅一
体化’发展的第一村。”村支书邓中跳信心
满满地对记者说。

“茶旅一体化”
村民好发家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刘瑛

碧绿新叶缀白蕊，点点青椒挂枝尖。
冬至时节， 记者在湘阴县樟树镇的镇源
种植大棚里看到一番生机盎然的景象。
“长沙人最喜‘辣’。”一身“辣味”的镇源
合作社“掌门人”甘海波指着订单本给记
者看， 东塘平和堂每天的订单已从35公
斤增至100公斤，250克一盒卖80元。现
在长沙订单量已达1500多公斤。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陪同记者

来到种植基地的县农业局产业办王穗
军称，“一江一湖一港一山”相夹形成的
“盆地” 气候和丰富微量元素等独特条
件，促成了樟树港辣椒“香、脆、甜”的美
味。2012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2013
年入选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樟树港辣椒的核心产地———文泾
村里弥漫着鲜辣的椒香。 王穗军自言
自语道，樟树港辣椒的辣，不似朝天椒
辣的狂放，也不似灯笼椒辣的淡泊，而
是一种内敛的辣， 这种辣在骨头里的
性格，很像曾在樟树港的柳庄耕读14

载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脾气。“这‘辣’味
是我们最好的招牌！”安排好次日的新订
单后，甘海波也加入了讨论。目前，该镇
有5000亩适合种植辣椒的土地，镇源合
作社占到了五分之一。 今年该社首推了
反季节辣椒种植， 让樟树港辣椒的“辣
味”从之前的6个月延长到了10个月。

“多亏甘总的这片辣椒田，我们一年
增收1万5千元。”得知记者采访，从大棚
移植基地“下班” 的社员甘军娥笑意盈
盈， 朝甘海波竖起了大拇指。“明年再试
种第三季， 要一年四季都吃得到樟树港
辣椒。”刚刚获评“全市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的甘海波对“辣”味情有独钟，“这
‘辣’味让农民有奔头！”

“樟树港辣椒像左宗棠的脾气”

石峰区举办“蝶变清水塘”摄影展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晖）近日，“蝶变清水塘———石峰
区老工业区变迁” 主题摄影图片展在株洲
市规划展览馆开幕。

株洲清水塘是“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
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 如今面对产业转型升
级，株洲市及石峰区积极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打造老工业区

生态修复、工业遗址利用、绿色产业高地3张名
片，将清水塘建成享誉国内外的生态地标。

此次摄影图片展由石峰区委、区政府
主办， 入选作品500余件， 从中精选出近
100幅优秀作品参展，分为“铭记·峥嵘岁
月”“棚改·风生水起”“关怀·春风化雨”“创
新·大鹏展翅”4部分， 反映了清水塘60多
年的变迁史。展览将举办至12月20日。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亚朝 黄小兵）12月21日， 记者
从资兴市获悉， 该市黄草镇被国家发改委
等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成为
我省唯一一个试点地区。

黄草镇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东
江湖旅游景区的核心景区。试点期内，黄草

镇将围绕旅游景点开发、农家休闲观光游
食品安全、水上船舶安全、大气水质和固
体废物排放、果业种植、道路交通安全等6
个标准体系，以建设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
点，带动全镇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建设规
划科学、 环境优美的“潇湘风情水镇”和
“湖心特色旅游小镇”。

资兴黄草镇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通讯员 郭飞
曾斌 蒋永胜 记者 李寒露）12月19日，记
者从汉寿县农机局获悉，该县按照“县级管
理，招标实施；成片规划，整村推进；先耕后
补，公开公正”方针，实施深松整地作业，共
为农民免费深松整地6万亩。

在南方，深松整地是一项新的工作。汉寿
县按照省里制定的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试
点项目实施方案，抽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宣传，讲解深松整地的技术要点、好处
等，并召开现场演示会。同时，配备相关机具
55台套，保障深松整地需要，深受农民欢迎。

汉寿为农民免费深松整地6万亩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毛敏轩 姚学文
黄军山 )近日，长沙市召开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推进会，明确校园足球发展目标：力争
到2018年，创建85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校园足球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会

上，制定了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意
见。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级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110所。同时，开展丰富多样的
赛事，建立校内竞赛体系，形成“人人参与、
班级组队、学校组织”的足球竞赛格局。

长沙两年将建85所足球特色学校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谭珍利 刘素）今天，衡东县首个重
度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中心———县丽成家
政服务中心和怡康居家托养有限公司揭牌
运营，为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重
度肢体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心
理疏导等方面居家服务。

今天，这项关爱重度残疾人的阳光惠民
工程让该县洣水镇重度残疾人成灵芝高兴
不已。小成5岁时遭遇不幸，轮椅永远代替她
的双腿。虽然社会各界给予她高度的关注和
关爱，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又不能自理，成
灵芝的生活仍很艰难。现在，成灵芝被纳入
县丽成家政服务中心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中心， 每天只需拨打服务电话965885，
托养服务中心就会马上派人来为她提供做
饭、洗衣、照料起居等各种服务。

“照看一个人，致贫一家人，拖累一群
人。” 这是重度残疾人家庭生活的真实写
照。县残联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
该县对居住在洣水镇、吴集镇等周边城区
的250多户重度残疾人开展入户调查，介
绍居家托养服务项目的意义、服务内容、服
务方式、对象申请条件和注意事项等，对重
度残疾人基本情况、有无居家服务需求、所
需项目类型等登记造册。

据悉， 目前该县接受残疾人居家托养上
门服务，已填好申请表的共有150名重度残疾
人，获得批准的重度残疾人每月享受一次，每
次4项不同的家政、社工服务，包括理发、清洗
衣被、管道疏通、家庭保洁、心理咨询、就医护
送等家政服务，还包括电脑教学、康复锻炼陪
护、社会服务代办、聊天陪护、辅助性就业等
生活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一人托养 全家受益
衡东150名重度残疾人享居家托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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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花垣县龙潭镇青龙村，
欧梅香唱起苗歌，勉励后辈子孙和谐相
处，遵纪守法，奋发有为。当天是她的
105岁生日， 亲人们欢聚一堂， 为她祝
寿。欧梅香出生于1912年1月7日，育有4
男3女，膝下子孙现有188人，六世同堂。
老人耳聪目明，身体健康，性情开朗，饮
食起居很有规律。

龙艾青 摄

苗族老人
喜庆105岁生日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5360
1 131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44
968
9593

15
27
211

107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622
97835

465
249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21日 第2016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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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15 17 20 21 22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21日

第 2016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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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1040 43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0 173 219710

0 94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