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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健君）3月23日， 洞口县
古楼龙凤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90后林莹心里乐滋滋的。当天，她通过网
络、微信等推销，合作社生产的高山“明
前茶”被各地茶友预订一空。她在淘宝网
开设了“瑶谣农产品”品牌网店，让家乡
的“雪峰蜜橘”“瑶家柴火湘西腊肉”“竹
筒酒”等土货搭上“电商快车”，飞进千家
万户。去年9月以来，她已帮乡亲们创收4
万余元。

洞口县是农业大县，拥有雪峰蜜橘、

优质稻、茶叶、生猪、生态林等多个优质
农产品基地。 为拓展农产品销路， 近年
来，县里出台优惠政策，普及农村电子商
务应用，致力建设“电商服务快县”。通过
培育电商示范企业，当地电商迅猛发展，
已建立企业门户网站1811个， 有100余
家企业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网上交
易， 另有线上线下交易商铺600多家、各
类淘宝网店5万多家。

洞口县供销社斥资500万元， 注册
成立了湖南农家好伙计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将传统供销社平台资源引入电商领

域， 打造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推动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县里还充
分利用“农家好伙计”这一平台，为有志
于从事农村电商的创业青年免费提供
场地、培训、技术指导等。去年，县里提
供电商扶持资金200万元，完成了36个
电商村级服务站、10个电商扶贫网
点建设。

优质农特产品加上优惠的电商
服务政策，吸引京东、阿里巴巴、苏
宁易购、中国惠农网、闹市街、邮乐
购、 厂家网等众多知名电商和大型

网络平台，纷纷入驻洞口县。去年该县农
产品在京东网上交易额达2500多万元。

洞口县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去年，全
县电商交易额突破9亿元。目前，全县已
注册物流企业23家， 年配送货物量可达
300万件以上。

� � � �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资一帆 谢光成） 哗哗清流翻着
浪花，渠里不时有小鱼跃出水面；渠道护
坡孔隙中，小草悄悄冒出新芽；远处石桥
下， 三两只白鹭悠闲觅食……这是3月
底， 记者在耒阳市水东江街道东湾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区看到的景象。据了解，耒
阳市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建设中，将
过去渠侧沟底“三面光” 变为“生态护
砌”，实现了生态、经济双赢。

渠道两岸砖石砌好粉刷， 底部再用
水泥抹平，这是过去渠道建设采取的“三
面光”模式。这样，造成田间水生态退化，
不少地方鱼虾绝迹，病虫害横行，农药化
肥施用量明显增加。 为此，2015年以来，
耒阳市推行“生态护砌”。在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区建设中， 因地制宜采用“荣勋
砖”生态渠道、干砌石渠道、生物专用通
道渠、草皮护坡渠道等护砌方式，建设生
态沟渠，既做到旱能灌、涝能排，也兼顾

生态效益，使项目区成为“鸥鹭不为食忧、
鱼虾不为腹忙”的绿色生态长廊。

耒阳市农综办主任李选武介绍，“荣
勋砖” 生态渠是由一种带有卡锁结构的
实心混凝土砌块干砌而成， 砌筑时通过
砌块纵向的榫槽结构使砌块互相卡锁、
整体联锁，无需使用水泥。砖块之间形成
孔隙， 使内外水体处于联通状态， 为鱼
虾、螃蟹、青蛙等小动物提供了生存繁衍
场所，也有利于田间植物生长。生物专用

通道渠则是在普通渠道基础上， 不用水
泥浆弥缝， 护坡每隔30米设生物专用通
道，既保证渠道稳固，又不影响水生动植
物繁衍。

据悉，耒阳市已先后建成水东江、东
湾、高炉等项目区，共建成各类生态渠近
9000米，改善灌溉面积近3000亩。随着
农业生态改善，农户种养积极性提高。近
两年，3个项目区土地流转达1.5万亩，涌
现出种养大户22户。

永州：
3年拟增32万城区学位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
郭海红）3月30日，永州市21个城区学位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当天，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在该市冷水滩
区珍珠小学开工仪式上宣布，全市新增32万个城区学位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正式启动。
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永州市城区学位紧

张，大班额问题日益突出，群众反响强烈。永州市委、市政
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把学位建设列为今年城镇提质战
役重中之重内容。并从今年开始，市县联动，实施新一轮
学位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计划筹集建设资金137.1
亿元，实施159所城区学校建设项目，新增城区学位32万
个。今年，将有35个学位建设项目完工，新增城区学位5.6
万个。

溆浦：
贫困村换届优选能人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周磊）“有贺德金领头，我们村一定能甩掉贫困帽，走上致富
路。”3月29日， 在溆浦县小横垅乡高台村黑木耳基地里，谈
起致富能手贺德金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事， 村民贺元
生信心满满地说。

高台村是省级贫困村。村里党员贺德金办过猪场、种
过药材，致富能力强。2014年，他在村里牵头成立黑木耳
种植合作社，成功带领100余名贫困村民脱贫致富。今年3
月23日，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他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

针对部分贫困村班子成员观念陈旧、 引领发展能力不
强的实际，溆浦县将这次村级换届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
选人用人目光聚焦到脱贫攻坚一线， 瞄准贫困村急需的专
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退伍军人、优秀大
学生村官等“能人能手”，优选配强村级班子。低庄镇大渭溪
村原村级班子年龄老化，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一家民
营企业的负责人瞿益南刚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就与村党
支部一班人制定脱贫计划，决定开发700亩水果，种植水蜜
桃、金秋梨等。

目前，溆浦县村级换届正有序推进，已有80余名“能人
能手”被选入贫困村党组织班子。

望城：网络直播税法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建志）昨天

下午，全省首个网络直播税法节目“望城税务讲税法”在长
沙市望城区开播，通过“互联网+税务”，创新税法宣传手段，
为纳税人奉上丰富的税法知识大餐。

该节目由望城区国、地税部门联合主办，采取国、地税
轮流直播的形式。在第一期节目中，主持人讨论了刚刚结束
的全国“两会”上所反映的最新国家税收政策，重点对“四个
增效剂”作用和各项“减税降负”具体举措进行了讲解。用户
可通过手机实时收看节目，并通过留言或提问，与主持人进
行互动，共同探讨相关税收话题。

据后台数据显示，当期半小时直播，吸引了近4000纳税
人和网民现场收看，互动留言达数百条。

雨花：社区宣教食安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彭琴）今天，

湖南首个社区食品安全宣教基地在长沙市雨花区挂牌，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主题宣传日活动同时启动。

2016年1月， 长沙启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目
标之一是要力争两年时间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满意度达到70%以上。

建设社区食品安全宣教基地， 旨在打通食品安全教育
“最后一公里”。该区将在一年的时间内，在全区建成30个社
区食品安全宣教基地。

宣教基地由食品安全知识讲坛、“三同” 食品体验区两
部分组成，集食品安全知识宣讲和安全食品推广于一体。基
地建立后，将通过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及安全食品送进社区、
家庭、厨房，让社会公众在活动参与中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
知识，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天的活动，由雨花区政府主办，雨花区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等单位承办。

� � � �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向云峰 龙宪智）3月底，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龙家湾村的
山坡上，金庄绿色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社员们忙着栽种青钱柳。合作社负责
人介绍，县里出台了好政策，大家开发
青钱柳产业的积极性很高，今年合作社
又有11户贫困户加入，扩种青钱柳640
多亩。

青钱柳属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是第
四纪冰川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仅存于
中国。青钱柳在绥宁俗称“摇钱树”，生
长在海拔500至2500米的湿润山地。绥
宁以独特工艺加工出来的青钱柳系列
保健茶，有降“三高”等功效，受到消费
者青睐。去年，绥宁青钱柳茶获批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为做大做强青钱柳产业，绥宁鼓励

集中成片新造青钱柳林。对新造青钱柳
林集中成片100亩以上、 抚育到位、验
收合格的种植户，第一年每亩补贴200
元，第二年为100元。同时，加入相关合
作组织的贫困户，可申请5万元以内小
额贷款，由政府贴息二年；青钱柳产业
大户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的，可由贫困户
申请贴息贷款，交大户使用。县农业局
还对种植户免费提供培训和技术服务。

目前，绥宁已成立青钱柳专业合作
社14家，并引进了一批龙头企业，建立
了现代化茶叶生产线，带动1.7万农民参
与种植，种植面积发展到2万亩，年创产
值过亿元，青钱柳真正成了“摇钱树”。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黄敬波

“汨罗市大荆镇墩河村有一片花海，
海棠花已盛开，樱花正含苞待放……”循
着朋友圈这条信息，3月29日下午， 记者
来到大荆镇墩河村， 游览了一个别样的
“花花世界”。

虽非双休日，墩河村依然熙熙攘攘。

好大一片樱树林！ 但没见到似锦繁
花， 映入眼帘的是一树树含苞欲放的花
骨朵。 别处樱花一般3月底就结束花期，
为何此地还“犹抱琵琶”？“大荆的樱花爱
睡懒觉，比武汉、临湘、长沙的樱花开得
都要晚一些。 正式花期在清明节前后。”
大荆镇大荆村支书戴望忠受墩河村支书
张艳辉之托， 给记者当起了临时导游，
“我们是‘俏也不争春’啊。”

林间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水泥路，路
旁“赏樱花，护环境”等广告牌一路提醒游
客注意卫生保洁、文明赏花。树高2米许的
红枫点缀山中，像少女脸上飞起的红晕。

“来了没看到樱花，就先看看我们的
海棠吧！”戴望忠拉着记者往山顶跑。

山顶是一大片海棠林。“这一株，深红
色的花苞，白里透红的花瓣，是垂枝海棠；
那一株，粉红色的骨朵，红艳艳的花瓣，叫

西湖海棠。”墩河村支书张艳辉骑着“电驴
子”追了上来，给大家介绍起海棠来。

这么成规模的樱花、海棠园，一看就
是规划种植的。 张艳辉介绍，2005年，曾
在墩河村13组插队的长沙知青苗建英，
看到村里有成片的荒山，想投资开发、造
福村民。 他以每年每亩40元的价格租下
685亩荒山，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连片
种植樱花300多亩、近4万株；另外，栽种
了海棠、紫荆、红枫、金桂等名贵苗木花
卉20余种。2012年樱花园初具规模，并
对外开放，每年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

“小园新种红樱树， 闲绕花行便当
游。”到此赏花的长沙市民黄雄情不自禁
吟起诗来。

新化：紫鹊界有了消防队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周俊 杨亲福）

近日， 新化县水车镇荆竹村农民义务消
防队正式成立，成为国家4A级景区紫鹊
界梯田景区第一支村级消防队。 荆竹村
位于紫鹊界核心景区， 拥有民宅200余
栋，且多为传统木板房。当地游客众多，
距城区又较远，消防压力大。这次该村建
立农民义务消防队， 首批队员都通过了
专业消防和应急救灾培训， 并将定期开
展救灾训练， 随时准备投入周边火灾抢
险等工作。

宜章：家门口就业促脱贫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廖泽华）“我找到了工作，
很满意。”3月30日， 宜章县星火广场举行

“家门口就业帮扶工程”招聘现场，浆水乡
新华村贫困户黄飞高兴地说。家门口就业
帮扶工程，是宜章县实施的四大帮扶工程
之一。近年来，该县通过加快园区和项目
建设，加快茶叶、油茶、脐橙、福鹅等优势
产业发展，为广大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
的就业岗位。其中园区有企业200余家，目
前已解决就业约1.5万人。

双牌：安排专人巡山防火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崔晓云 藩芳）今天，双牌县五里
牌镇各村森林防火队，对可能存在的山火
隐患逐一排查。双牌县有“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说法，全县森林面积达194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80.55%。清明临近，全县森林
防火也进入特防期。为此，该县向各乡镇
场、村组发布《清明节防火通告》，各乡镇
场、村都组建了森林防火专业队、应急分
队，同时对重点地段安排专人巡山值班。

永定区：完成税务信息采集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贵术中 罗健）今天，记者从张家
界市永定区国税局了解到， 该局完成实
名办税信息采集5200户， 提前3个月完
成了采集任务。据了解，3月1日至6月30
日为实名办税过渡阶段， 永定区将完成
信息采集工作。从7月1日起，将全面实施
实名办税。

洞口飞驰“电商快车”
年交易额突破9亿元

鸥鹭不为食忧 鱼虾不为腹忙

耒阳力推“生态沟渠”

新闻集装

俏也不争春———

“大荆的樱花爱睡懒觉”

� � � �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司进） 正是油菜花开得金灿
灿的时节，保靖黄金茶第三届“茶王”争
霸赛今天在该县吕洞山镇夯沙村鸣锣
开赛。100名茶农在40口大锅前手工炒
茶，吸引近万名观众观摩。

保靖县素有“茶乡”之称，保靖黄金
茶曾获第三届中国最具价值潜力茶品

牌“金芽奖”，今年获评省首届十大农业
品牌。目前，保靖黄金茶种植面积7.32
万亩，带动了3万多茶农脱贫致富。

保靖县将保靖黄金茶品牌建设作
为推进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 自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保靖黄金茶“茶
王”争霸赛。

“现在虽然机械炒茶的多了，但传

统手工制茶工艺不能丢，需要传承。”保
靖金贵黄金茶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石金贵也在参赛，谈起手工制茶，他立
即打开了话匣子。

茶叶炒制完成后，10名志愿者将
干茶放进专用口袋，送到专家评审区参
评。来自湖南农大、保靖县农业局的茶
叶专家通过望、闻、品等，评选茶叶等
次。最终，经综合评定，水天河镇排家村
茶农梁磊夺得“茶王”桂冠，石远材、石
远宜分获亚军、季军。

保靖举办黄金茶“茶王”争霸赛

绥宁青钱柳成了“摇钱树”
年创产值过亿元

保护候鸟
守护绿色家园

3月31日， 长沙县百熙
小学的学生展示自己亲手
制作的爱心鸟巢，准备安置
到湿地公园的树上。当天，
长沙市第36届爱鸟周活动
在长沙县松雅湖国家湿地
公园举行，松雅湖国家湿地
公园和长沙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共建的候鸟守护
站正式挂牌，将开展湿地候
鸟巡护、鸟类监测、鸟类科
普等工作，更好地保护鸟类
和生态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82905
0 249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49
912

10989

18
32
337

143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512
118219

442
305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3月31日 第2017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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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2106 07 10 19 26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31日

第 2017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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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1040 361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36 173 144628

1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