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刘也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09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凌春舜）“这11架飞机将在4月底
前全部交付湖北等地客户， 销售额近
2000万元。今年来销售签约额，已超过去
年全年。”3月8日， 在株洲市芦淞区山河
智能整机生产基地， 山河集团负责销售
的副总经理肖黄兴指着一排通用小型飞
机对记者说。

今年1月初，国家发改委发文，确定
26个城市为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
示范区， 以加快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
级，推动空域改革先行先试。株洲市成为

这次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而芦淞区作为
株洲航空城所在地， 是株洲市建设通航
产业综合示范区核心区域。

建设综合示范区， 为芦淞区通航产
业快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目前，位于该
区的株洲通用机场正抓紧建设， 航站楼
和跑道已建成，6月可投入使用。 机场建
成后， 可为全市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支撑和服务保障。投资22亿元、连接芦淞
区航空园区的机场大道建设顺利推进，
今年10月可建成。

同时， 芦淞区航空企业积极行动起

来。总投资200亿元的航空发动机与燃气
轮机国家科技重大项目， 已正式落户芦
淞区。2月下旬， 山河智能与广东龙浩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通用机
场托管，飞行器和发动机等制造、改装、
维修，飞行员培训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2月底，湖南翔为通航牵手华亿庄园，
将探索“坐飞机去玩农家乐”新路径。

芦淞区委副书记、 区长杨晓江
介绍， 作为全国目前唯一的中小航
空发动机研制基地， 目前芦淞区株
洲航空城已入驻航空类企业25家，

初步形成了集发动机研制、 整机制造、
通航运营、 配套衍生于一体的产业体
系。下一步，将加快航空城基础设施、航
空小镇建设，尽快完成通用机场及配套
工程建设，推动芦淞区通航产业发展“跑
步加速”。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夏太鹏 肖嗣胜）植树节前
夕， 桂阳县共和农场鸭咀村人声鼎沸，县
“五大家” 领导及2000余名干部职工来到
该村，冒雨挥锹铲土种植新苗。当天，共栽
种乌桕、红叶石兰、樱花等树苗3万多株。

“2012年至2016年，全县共完成荒山
造林46.4万亩，每年都超额完成了省、郴
州市下达的造林任务。”桂阳县林业局局

长罗邦富介绍， 该县大力实施城乡绿化
攻坚，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目前，全县林
业用地面积284.3万亩， 占国土总面积
67%。今年，该县以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为契机，重点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新一
轮退耕还林、 世行贷款造林等林业工程
项目造林及重点区域造林， 现已完成荒
山荒地造林5万亩。

为推进植树造林，桂阳县实行“县领

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组、部门领导包
重点地段、村组干部包山头”的“四包”责
任制，将造林任务和责任细化量化到人。
同时，采取“财政拨、立项争、项目整、社
会捐、贷款融、业主筹”等方式，每年筹集
绿化造林资金5亿余元，其中县财政每年
投入6000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已引进江
苏阳光等16家林业发展公司， 这些公司
近两年仅新造油茶林就达6.2万亩。

桂阳县还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合理布局、全面推进的原则，利用林木测
土配方等成果，突出抓好“一圈、二河、三
路、四库、五区域”（县城和乡镇政府所在
地生态保护圈，舂陵河、西水河，高速公
路、省道、县道，肖家山、莲塘、方元、贤江
4座中型水库，北部扶苍山旅游区、南部
阳山古村区等区域）林业生态建设，使全
县造林绿化呈现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

重庆市民
乘飞机来衡阳献血
献出500毫升“熊猫血”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重庆市的王先生专程乘飞机从重庆千里迢迢赶到衡
阳，为我丈夫献出了宝贵的500毫升‘熊猫血’，挽救了他的
生命。”今天，记者来到南华大学附二医院血液肿瘤内科，白
血病患者肖文化的妻子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2月14日, 衡阳县岘山镇村民肖文化因身体不
适，被送往南华大学附二医院，经诊断，被确诊为“急性非淋
巴细胞白血病”。病情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化疗。医院检查后
发现肖文化是RH阴性B型血，俗称“熊猫血”。经过几天寻
找和家属检查配型，都没有合适的配型血，无法化疗，肖文
化生命危在旦夕。

情急之下，女儿肖莎试着在朋友圈和“轻松筹”发布了
求助信息， 没想到经过网友的不断扩散， 引发一场爱心接
力，大家纷纷伸出援手，仅仅一周时间便有2000多名网友
加入，筹集爱心款6万余元。2月28日，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在
网上看到消息后，专程乘飞机从重庆赶到衡阳，献出宝贵的
500毫升“熊猫血”，献完血后又连夜返回重庆。一场与死神
赛跑的爱心接力，在雁城衡阳传递，远在四川、云南和广东
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稀有血型志愿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竞相
奉献爱心。

重点项目建设
演绎“速度与激情”
湘潭新开工复工项目200多个， 完成投资
120多亿元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肖
礼强）春风十里，不如干出成绩。湘潭全市上下以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激情，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到今天止，湘潭市
今年已新开工和复工项目合计达200多个。

放眼湘潭各县市区、园区和投融资集团，每一个重点项
目的建设现场都在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窑湾历史文化街
区、昭山示范区仰天湖景观及配套工程、昭山城市海景水上
乐园等项目在春节后迅速复工；2月28日，G320湘潭绕城线
湘乡城区段正式开工；3月8日， 湘乡市巨强微晶板材二期、
俊鸿鞋业、中大鼓风机、嘉能太阳能热水器等11个重点项目
实现集中开工。

目前，湘潭各县市区、园区、投融资平台469个市级重
点项目中，新开工65个，占242个新上项目的26%；复工项目
140个，占227个续建项目的61%；已完成投资120多亿元，
完成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目标任务的12%，高于去年同期3.2
个百分点。

郴州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获通过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3月9日，省住建厅
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及专家召开郴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评
审会，原则通过了该规划方案。

为推进“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打造湖南“新增长
极”，该市顺应发展形势，率先在全省各地级市中谋划开展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

根据郴州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项目负责人介绍， 此次提
交的规划方案，规划线路共3条，郴资永线、郴桂线、郴宜线，
近期规划线路主要考虑加强郴州市中心城区与资兴、 永兴
的联系，兼顾中心城区东、西城区之间的通勤出行。线路串
联高铁西站、郴州市体育中心、苏仙飞天山景区、东江湖景
区、永兴长鹿旅游度假区等重要客流集散点，全长78公里。
近期轨道交通线路采用中低速磁浮系统。

“我在寿岳有棵树”
南岳景区启动古树名木

认养活动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徐德

荣 通讯员 文丽贵） “种下一棵树，结
缘一座山”。今天上午，南岳衡山景区启
动“我在寿岳有棵树”活动，景区内的古
树名木首次接受社会认养，游客还可在
景区内植养树木。

当天虽然下着绵绵细雨， 在南岳
全新旅游线路“山盟之旅”沿线，种树、
认养却忙得火热朝天。在藏经殿、梵音
谷、高台寺、广济寺等地段，数百名游
客在樟树、山樱桃、松树、银杏、红豆杉
以及古树名木等认养树品种里， 认养
了各自的爱情树、财富树、事业树、平
安树、长寿树。

抓住列入全国首批综合示范区契机

通航产业跑步加速

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5年造林46万余亩

植绿浏阳河 � � � � 3月11日，浏阳河东湖段，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志愿者在栽种柳树苗。当天，300余
名东沙社区志愿者在浏阳河畔义务植树800余株。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希菲 摄影报道

一片紫荆林
百年护花情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志东 李珊珊

3月12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
镇山毫营村600亩紫荆花下， 游人如
织。 广西桂林游客蒋文军兴奋地说：

“太美了。”经该县林业部门鉴定，这片
紫荆花至少生长了200多年。

该村村委会主任李均志告诉记
者，600亩紫荆花生长得这样好，得益
于村民们严格遵守先辈们制定的“一
草一木，悉心爱护，务必牢记……”的
村训。

村民梁小华回忆说， 上世纪50年
代， 有人要把这片紫荆花砍了炼钢铁，
村民们得知消息后， 轮流守在紫荆花
旁，使这片紫荆花免遭砍伐。前几年，有
开发商想在这里搞山地开发，要砍掉这
片紫荆花。村民们全都投了否决票。

村民们还对这片紫荆花悉心呵
护，每年自发清理紫荆花间的杂草、毛
竹，让这片紫荆花越发茂盛。最高的紫
荆花达2米多高， 朵朵紫红色的花朵
如同蝴蝶飞舞。

今年， 山毫营村600亩紫荆花被
摄影爱好者发现，通过微信、微博等迅
速传播开来，前来赏花的人络绎不绝。
沱江镇已经作出规划， 以连片紫荆花
为基础，发展乡村旅游。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华 周巍）“这条田沟再挖宽30
厘米，还要加宽一点……”今天上午10时，
衡东县霞流镇大泥塘村的稻田里，该县大
泥塘生态养鱼合作社负责人周晓国正在
指挥挖掘机开渠挖沟。老周说，不久这里
将不再是一小块一小块稻田，将变成一片

孕育着致富希望的稻虾养殖综合田。
周晓国一家曾是村里贫困户。 他一

直想谋份事业脱贫， 却苦于找不到合适
的出路。2015年3月， 他了解到稻虾共生
的养殖模式， 前去湖北仙桃市学习养殖
技术，回来后决定自己试试，去年放入龙
虾种后没过几个月，就收获一季龙虾。

“光种稻谷，一年每亩纯收入顶多五
六百元，搞稻虾共生综合养殖，一年能卖
一季虾苗、 两季大虾， 每亩纯收入能达
2000元以上。” 谈起稻虾共生综合养殖，
周晓国胸有成竹，“稻田里养出来的虾又
大又干净， 上市后价格比一般的虾贵了
近一倍，不愁销路。”

目前， 霞流镇大泥塘村已有20几户
农户加入稻虾共生养殖行列， 时值春耕
季节， 附近不少村组农户打算将自家农
田进行整改，走稻虾共生养殖致富路子。

稻田养虾 虾肥稻丰
衡东农户试验“稻虾共生”模式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12日

第 2017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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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 1040 2296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906 173 502738

1 8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12日 第2017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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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7776665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5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700085
3 1258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20
100177
1661969
13106644

64
3437
59783
500661

3000
200
10
5

0908 13 22 3012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胡春云 石建国

“去年出栏500多头，毛收入700多万
元， 目前存栏大小肉牛200多头。”3月12
日， 记者走进辰溪县湘荣家庭农场有限
公司养殖棚，牛儿正在食槽悠闲地取食。
场长刘小玲介绍说， 这里是怀化最大的
肉牛养殖场。

“对面是为牛种植的‘粮食’。”步出
养殖棚， 刘小玲指着对面山坡上绿油油
的草说。 随后她抬手一挥豪迈地说：“这
附近的7000多亩土地，我都流转了，准备
养牛的同时，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今年“三八” 妇女节被评为怀化市
“最美创业女性”的刘小玲，话语里信心
满满，这自信来自她19年的创业经历。

父亲是名销售员， 她自小跟着父亲
走南闯北卖陶器、贩卖柑橘，这铸就了她
敏锐的商业眼光。1998年5月， 未满20岁
的她高中毕业后， 拿着家里东拼西凑的
6000元钱， 只身一人到怀化湖天开发区
开饭馆，开始了她的“创客”生涯。

2010年3月，刘小玲把目光转到了养
殖业上。 她投资18万元从常德购进30头
牛，在娘家辰溪县潭湾镇湘子坡散养，第
一年赚了6万多元。

欣喜之余，刘小玲请教畜牧专家，考
察市场，发现牛病害少、价格高、市场俏，
决定大规模饲养。她开始流转土地，种草
种猕猴桃，逐步将养殖规模扩大。

创业难， 女人创业更难。2014年初，
刘小玲准备成立公司进一步扩大规模
时， 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她力排众

议，筹资200万元，当年4月成立了辰溪县
湘荣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辰溪县湘子坡
牛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规模扩大，技术一时跟不上，危机随
之而来。2015年5月， 刘小玲的资金链断
裂，200多头牛没有钱买料吃。 牛没吃的
又不能变现，银行不肯贷款，刘小玲一时
压力山大，四处融资，天天睡不着觉。关
键时刻，辰溪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了200
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教训让刘小玲
深深懂得，创业、做生意一定要让资金流
动起来。此后，她不再搞“一刀切”养殖，
而是大、中、小牛合理搭配，保证每隔一
段时间有牛可卖，资金循环流动。

现在， 刘小玲的农场常年存栏牛
280余头，牛舍面积达3500平方米，安
置就业12人，建成怀化市最大的南方
草场基地和高标准化的“安格斯 ”肉
牛养殖基地。

“牛气冲天”女创客

芦淞区

创业记

桂阳县

省农科院专家
赴宁远助力春耕生产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3
月11日，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专家张秋胜在宁远县水市镇下
石村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指导果农实施“树盘地膜覆盖”。

省农科院园艺所、土肥所、信息所等10余名研究员、教
授、专家连日来深入宁远县，开展科技培训，深入春耕生产
一线手把手传授新技术。到目前，开展技术培训近20堂课，
解决实际问题300多个，推广实用新技术11项。

邵阳县绿色志愿者
植树忙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3月10日至11
日，邵阳县组织全县5000多名绿色志
愿者到全县规划的山边、水边、路边、
村边植树。 据统计， 全县此次行动共
在5个重点绿化乡镇的20座荒山，栽
种了红叶石楠、桂花树、樟树、茶花树、
黄桃树等树苗2万余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