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获评
“中国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县”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梁露 ） 记者今天从浏阳市
获悉，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2016 （第二
届） 全面小康暨美丽乡村建设发展论
坛上， 该市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县”。

今年来， 浏阳市启动全域美丽乡
村示范县 （市） 创建， 计划用3年时
间， 全域提质提标， 建设10个示范乡
镇、 20个示范片、 100个示范村、 300
个示范“幸福屋场”， 基本实现美丽乡
村全域覆盖。 同时， 以“全国先进、
全省样板” 为目标， 因地制宜培育更
多有历史记忆、 地域风貌、 文化魅力、
民族特点、 产业优势的“五美” 村镇，
打造全域美丽乡村升级版。

“浏阳全域美丽乡村建设最大的
特色是， 全域推进、 全民参与、 共建
共享， 把5007平方公里浏阳大地作为
一个大花园、 大景区来规划打造， 使
老百姓都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 浏阳
市农业局党委书记、 局长谢波介绍，
下阶段将重点建设10条精品线路， 让
美丽乡村串点成线、 串珠成链， 让美
丽乡村变得更加有品质、 有活力、 有
乡愁。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康承贵 曾丹）近日，由中国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涟源市首部村志———《申家
村志》， 在该市古塘乡申家村举行发行仪
式。这是迄今涟源市首部记载一个行政村
发展历程的完整村志，填补了村志编纂空

白，堪称南方农村的一部“百科全书”。
《申家村志》记录了申家村建村300

年来的历史，从村庄的历史沿革到自然环
境、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从姓氏起源
到人口演变、 从生活用具到风俗习惯，对
与申家村有关的事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记载， 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
口、矿藏、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形式上采
取议定、图片、表格等多种样式，生动活
泼，雅俗共赏。

《申家村志》主编吴复兴从1974年起，
开始收集和整理素材，2011年退休后潜心
编写， 旨在唤起村里人对家乡的热爱，从
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娣）近日，桂阳县农业部门负责
人介绍，该县今年提出落实冬种面积31万
亩，目前实际完成34.8万亩，主要种植油
菜、蔬菜、绿肥、马铃薯等，可为全县农民
人均增收200元以上。

今年冬种工作开展以来， 桂阳县根据
市场情况， 在油菜生产上推广“盛杂油10
号”“湘杂油780”，蔬菜推广莴苣、大白菜、
小白菜、葱、蒜等时令菜，绿肥主推紫云英、
肥田萝卜等。 并先后创办油菜、蔬菜、绿肥
等绿色高产高效作物万亩示范片3个，各乡

镇也都创办农业生产千亩示范片3个以上，
并督促、指导各村办好1个以上农业生产百
亩示范基地，全县冬种迅速推开。

同时， 为缓解农产品销售难问题，桂
阳县主动对接有关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订单产销模式。
还依托各类流通组织、营销大户，推进农
超对接、农校对接等，并利用“农淘网”等，
解决农民冬种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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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胡宁 刘京虎）今天，在风景如画
的湘潭昭山示范区，昭山山市晴岚文化旅
游项目等4个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6年内，
新“潇湘八景”之一“山市晴岚”将呈现在
人们面前。

昭山示范区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
心”，其产业开发受诸多限制。 近年来，该
区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升”，
利用优质生态资源， 创新绿心保护模式，

坚持精准招商选资，大力发展旅游、文化、
体育、健康、养老等5大“幸福产业”。

这次开工的山市晴岚文化旅游项目，
依托深厚的湖湘文化和颇具特色的民俗
风情，打造集文化、风情、创意、休闲于一
体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项目位于昭山核
心景区，总面积约1873亩，总投资约20亿
元。建设及市场培育周期约6年。预计项目
正式投入运营后，年接待游客将超过300
万人次，解决就业约3000人。“一定将这

个项目当成一生最好的作品，交给家乡的
父老乡亲。 ”山市晴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文智说。

今天， 除山市晴岚外， 昭山示范区
还有3个项目同时开工， 分别是途居昭山
国际房车露营地、 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
园、 昭山棚改集中安居小区二期。 4个项
目总投资额达40多亿元， 且都是文化旅
游项目。 其中， 途居昭山国际房车露营
地占地约700亩， 总投资约10亿元， 将

力争在2017年下半年对外试营业。 昭山
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位于昭山示范区仰天
湖， 总投资约10亿元， 将建设一个多功
能、 复合型水上乐园， 预计2017年下半
年对外营业。

这些项目， 文化旅游唱主角， 社会
投资成主力。 “创新昭山绿心保护模式，
集聚发展绿色产业， 是昭山示范区落实
省党代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昭山示范区
党工委书记成秋兴说。

常德举办第九届农博会
参展农产品达500多个系列、1600多个品种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杨滨瑞）
12月23日， 为期12天的常德市第九届农业博览会在该市武
陵大道新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此次农博会以“生态、特色、品
牌、科技”为主题，200多家龙头企业参加展示交易，参展农
产品达500多个系列、1600多个品种。

近年来，常德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坚持走优势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主打品牌引
领、加工园区聚集之路，农产品基地规模、加工业销售收入总
量、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数量、农产品品牌总数均居全省前
列。 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有4923家，规模以上龙头企
业367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6家，省级龙头企业58家，市
级龙头企业252家。 今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有望突
破1000亿元。 同时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蓬勃兴起。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展示面积达到5500平方米，共设区
县市农业综合馆11个、企业精品馆15个、标准展位220多个，
其中市内龙头企业展区110个、省内省际展区110个、国际展
区10多个。

株洲县投入4200万元
建污水处理厂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通讯员 熊军 记者 周怀立）近
日，株洲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完成升级改造，投入试运营，日处
理污水达2万吨。 至此，今年该县已投入4200万元，改造及新
建4座污水处理厂。

自开展湘江保护和治理以来，株洲县稳步推进城乡污水
处理，其重点是建设污水处理厂。 今年初，该县投入1200万
元， 对设在渌口镇王家洲村的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升级改
造，包括新建一个高效沉淀池、活性砂滤池和一座二级提升
泵站，新增三组消毒模块和两套加药系统。改造后，县城污水
尾水排放标准由一级B提高到一级A。 随后，投入3000万元，
在淦田镇、 朱亭镇和古岳峰镇， 分别新建一座日处理量达
1000吨的污水处理厂，目前已全部完工投用。

今年3月，株洲县还启动南洲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预计
明年6月可投入试运营， 日处理污水2万吨。 根据规划，到
2017年，还将建成龙门镇、龙潭镇、龙船镇3座污水处理厂，
确保全县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60%以上。

长沙评出“五好商会”55家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陈永刚 曾迪）12月26日下午，

长沙市举行商会建设工作会议。 会上， 长沙市泉州商会、
长沙市眼镜商会、 浏阳市大瑶镇花炮产业商会等55家单位
被评为全市“五好商会”。

目前， 长沙市工商联共有会员25880家， 同比增长
12.55%； 各类商协会339家， 同比增长2.11%。 一直以来，
在长沙的各商会主动融入当地， 为在异乡打拼的企业家们
搭建一个沟通乡情、 共谋发展的宽广平台， 也为长沙开辟
了一条加快内外开放、 全面合作的畅通渠道， 凝聚了一股
务实基础、 做强产业、 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彭珊 陈柄丞）12月26日， 长沙市政府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共同建设华为长沙云计算数据中心，推动

长沙云计算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
华为公司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
商，在云计算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与全球

化运营能力，已在全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云
服务基础设施。 此次与长沙合作，将根据
长沙自身优势和发展目标， 围绕智能制
造、商贸物流、文化创意、软件开发、医药
生科等方面来搭建云平台，通过提供大数
据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当地政府和企业
实现“云转型”。

6单位获评优秀
1单位被一票否决

雨花区实施
绿心地区生态补偿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两型
办获悉， 该区在全省率先实施绿心地
区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 2016年度绿
心地区生态补偿工作已完成， 区内25
个涉绿心村 （社区） 共获得321万元生
态补偿资金。 6个涉绿心村 （社区） 获
评优秀， 1家单位因违规毁林被一票否
决， 取消生态补偿资格。

今年， 雨花区在全省开展绿心地
区生态补偿工作。 按照“谁保护谁受
益， 谁损害谁担责” 原则， 采取“绿
心面积分档、 生态基础评估、 年度对
比核查、 定级定额补偿” 方式， 由区
直部门组成生态环境评估小组， 通过
行业评估、 现场走访、 抽样检查， 确
定绿心地区各村 （社区） 生态环境优
劣。

为鼓励优秀， 雨花区生态补偿还
设置加分项目。 凡创建省市级两型创
建示范单位、 新增符合绿心准入项目
的单位都可申请加分 。 同时， 引入

“一票否决” 机制， 对于违规破坏基本
农田、 毁林毁绿、 违规开采矿产资源
等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 直接取消其
生态补偿资格。

昭山产业绿意盎然
4个文化旅游项目同时开工，总投资达40多亿元

干部干事有“奔头”
长沙县多措并举，重用实绩突出的干部

长沙携手华为发展云计算产业

填补村志编纂空白
《申家村志》唤起美丽乡愁

桂阳完成冬种34万多亩

� � � � 12月27日，吉首市乾州农贸市场，苗家阿婆在购买猪肉，准备熏制腊味年
货。 新年来临，该市场4000余商户组织了丰足的肉禽、干货、果蔬等农副产品
供应市场，年味渐浓。 杨健 姚方 摄影报道

货品充足年味渐浓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何炳文 何超
阳艳红）“一条马路一条红线，廉洁治超不
留情面。”这是货车司机们对安仁县4个治
超检测站点及流动稽查大队的评价。今年
1月到12月底，安仁县共检测货车267257
辆，卸载300多辆次，查处偷逃超载货车
90多辆次， 全县站点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0.1%以内。

“治超”事关生命安全、社会稳定。 今
年来，安仁县紧扣严格执法、严守纪律、严
控源头“三严”，出台了4个专门文件，把治
超检测执法标准、程序、纪录、评议等量化
成100分考核制。 对私自放行面子车、人
情车、关系车的，一律定为不合格，并追究
纪律和经济责任。同时，建立通行登记制、
暗访抽查制、走访反馈制，构筑起“廉洁治

超防线”。 朴塘治超检测站工作人员李伟
对叔叔的货车超载500公斤， 也没有放
过。今年3月28日，司机侯某某驾驶一辆三
轴大型自卸货车，装载河砂去郴州，过磅
检测出超载10.46吨，超载率为34.87%，被
依照相关文件处以4000元罚款。 侯某某
听说县治超办主任伍小定是他的同乡，便
上门求情。 伍小定答复他：是同乡更应该
支持其“治超”工作。 缴纳罚款时，侯某某
还差1000元，伍小定为他垫付了1000元，
令他心服口服。

安仁铁腕“治超”赢得一路平安
超限超载率控制在0.1%以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27日

第 2016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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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1040 767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20 173 159160

9 2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27日 第2016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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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7477221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7
二等奖 24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86457
9 8486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23
83468

1382016
9133098

105
3079
51724
345156

3000
200
10
5

0708 16 20 2209

木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 陶芳芳 孙
应德）长沙县星沙街道原党工委副书记曾
林，分管急难险重的任务，从不推诿，被提
拔担任县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原江背
镇党委副书记张韧，敢于担当，处理复杂
问题能力强，提拔担任 梨街道办事处主
任……前不久，长沙县一批实绩突出的干
部相继被选拔重用。长沙县委组织部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在长沙县， 只要你善于
干、敢于干，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

近年来，长沙县在“从严治吏”基础
上，坚持发挥正向的激励作用，激发干部

干事创业热情。 一方面，立足伯乐角色来
“相马”，提出“注重实干、注重实绩、注重
品德、注重公认”用人导向，并着重从经济
发展、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和综治维稳等
一线选拔干部，去年10月以来，该县先后
提拔了40余名基层干部。 同时，针对干部
敢作敢为却难免失误的情况， 建立健全
“宽容失误、研判处置、人文关怀”等七大
激励机制，鼓励干部大胆干，杜绝“为官不
为”现象。 如“宽容失误”是在摸清失误成
因基础上，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研判处
置”让被举报干部享有自辩权。 此举先后

为4名有不实信访举报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澄清事实。

此外， 该县还创新举措激发青年干
部提升学习能力、 增强竞争合作意识。
今年10月， 长沙县第一期青年干部训练
营开班， 全县101名30岁以下青年干部，
进行了为期45天的不脱产强化培训。
军事训练、 读书分享、 社会实践、
竞技PK， 青年干部们“比、 学、 赶、
帮、 超”， 同台竞技“赛马”， 不断汲
取知识和提升能力。 据了解， 青年
干部训练营每年将举办2期。

多举措之下， 长沙县构建起系统完
备、 科学规范、 有效管用、 简便易行的
选人用人机制， 营造出想为、 敢为、 勤
为、 善为的干事创业氛围。 去年以来，
全县共提拔50名干部， 推荐产生优秀干
部200余名。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