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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顺）近日，祁阳县10大招商引
资重点项目在祁阳经开区集中开工，总
投资达33.57亿元。

据了解， 祁阳县把招商引资列为发
展第一菜单，组建各种招商小分队，通过
产业招商、中介招商等，引来了大批投资
项目。今年1至3月，共完成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21个，总投资218.8亿元。目前在谈
项目33个，总投资95亿元。

近年来，祁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招商引资工作，积极优化投资环境，以开
放包容的姿态广纳社会各界人士投资兴
业。县里还成立34个招商小分队，由县四
大家领导挂帅任小分队队长， 大力承接
北上广深等地产业转移。 县委书记周新
辉、 县长金彪先后20余次率小分队赴北
上广深及长沙等地招商。招商中，突出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轻纺制鞋、
新材料新能源等五大产业以及农业、旅

游开发两大板块。加大与中科院、中国物
流、中国盐业集团等智力、资金、营销网
络单位和企业合作， 把主攻方向放在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大项目上。组织举
办重大项目发布会， 先后发布重大项目
56个，总投资675亿元，涵盖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众多领域， 吸引了143家大型央
企、上市公司、港资企业等参加。

祁阳县还突出中介招商， 大力开展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吸引在

外发展的祁阳籍企业家回乡投资兴业。
充分利用异地祁阳商会、 重要商协会为
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借助互联网和大数
据平台，构建QQ群、微信群、APP等招商
信息平台。改革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对引
进项目考核分为签约、资金到位、开工、
投产等14个大项44个小项， 全部实行格
式化、程序化、数字化考核，奖优惩劣，充
分调动了各招商小分队的积极性， 形成
了大招商格局。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唐文利 黄信粼 ）“我
们的项目作为北湖区重点项目， 从落
户、征地到开工建设，得到‘一条龙’服
务，项目提前2个多月动了工。”4月初，
落户郴州市经济开发区的湘工环保科
技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总投资2.8
亿元，建成后将拥有8条自动化电焊生
产线，可年创产值1.2亿元、税收1000
万余元。

为打造郴州新的增长极， 今年郴州
市北湖区（含郴州经开区）共安排重点建

设项目219个，总投资755.75亿元，其中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244.95亿元。 北湖区
委书记、 郴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蒋利民
介绍， 他们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
第一抓手，大力实施重点项目建设“四年
行动计划”，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强
大动力。 区里组织开展“项目建设大会
战”，每个项目按照一个项目、一名区级
责任领导、一个牵头责任单位、一个项目
推进班子、一个项目实施方案、一抓到底
的“六个一”工作机制，确保项目建设组
织领导到位、财力保障到位、部门配合到

位、 考核监督到位， 在全区掀起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热潮。

北湖区还通过制定严格的“时间表”
“任务书”，责任到人、任务到天，并着力
破解土地、资金、征拆安置、杆线搬迁等
瓶颈问题，促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同
时，该区把郴州经开区、湘南国际物流
园等作为项目建设主战场，进一步加强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各个平台，使
园区成为项目引进“洼地”、 经济发展
“高地”。

今年来， 郴州体育文化产业园、北

湖区仰天湖富硒农业产业项目、 年产5
万吨超高温提纯石墨等17个重大（重
点）新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郴南大
道、恒运冷冻仓库等11个项目被列入郴
州市重大（重点）前期项目，总投资为
321.36亿元。

娄底：“严”字当头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周俊 毛中和 彭祥峰）近日，娄底
市对收缴的不合格食品、药品集中进行深埋销毁，以严防、
严查、严管、严控的强硬态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近年来， 娄底市把食品药品安全作为服务民生的底线
工作，大力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倡导诚信守法经营，形成社
会共治的良好格局。为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娄底市深入推进
网格化、精细化、规范化监管。根据企业信用等级、产品风险
等级、区域安全等级建立清单，实行精准监管。开展“护苗”

“护老”“飞行检查”等专项整治活动，开展“明厨亮灶”“放心
超市”等示范创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建立“双随机一公
开”机制，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及时发布
抽检信息、风险警示和消费提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法律政策，传授相关知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监管。同
时，加大问责力度，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绩效考核、综治考
核，严肃处理失职渎职人员。

去年，娄底市共普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主体2.7万多家，
完成抽检1930批次，开展各类专项整治30余次，立案查处违
法案件719起，查扣不合格食品1.1万多公斤，有效净化了食
品药品市场。

雨花区明确18项“责任清单”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罗雅琴 姚学文 陈长志）企业是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4月7日，长沙市雨花区召开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活动动员大会。会上，雨花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向参会的200余家企业代表，下发《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要求各企业对照“责任清单”，
明确各自的主体责任。

“从业人员不足30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记者发现，这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相关具体条例确定的“责任清单”，明确企业必须承
担的“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等18
项责任。

“主体责任，重在落实。”雨花区安监局副局长刘建新说,
“通过制定‘清单’，明确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目的
在于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对于未按照这份‘清单’落实责任的，一律从严顶格处
理。”刘建新介绍，前不久，长沙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家丽
分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按照规定进
行应急预案备案，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的出口，被雨花
区安监局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罚款人民币6万元。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龙柄光 吴祥雄 吴正艳）
4月10日，第三届湘桂黔3省（区）4县税
收宣传月活动在通道侗族自治县萨岁广
场启动。

这次活动由湖南通道、 广西龙胜和
三江、贵州黎平4县政府共同主办，以“深
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为主题，旨

在充分发挥4县地缘相连、 文化相通、民
风民俗相融、 民族风情相近的特点以及
少数民族同胞能歌善舞的优势， 创新宣
传形式， 走出一条税收宣传跨区域合作
的新路子，共同营造“大宣传、大传唱、大
联合、大提升”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当天在萨岁广场，展示了一批宣传
展板及书法摄影作品，组织了诚信纳税

万人签名活动。 并举行了税宣文艺汇
演，将财税政策、法律、法规以通俗易懂
的侗歌、侗戏、快板等形式展现，吸引许
多群众驻足观看。通道国税、地税部门
还联合在现场设立了“侗语导税台”，用
侗语现场解答了房地产税以及个体工
商户、 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等涉税问题
600余个。

据了解， 税收宣传月期间还将举办
便民办税三下乡、税收法规进万家、百盏
环卫灯箱宣传税法等活动。

衡南举办岐山山花节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今天，作为衡南县乡村生态旅游春季赏花节系列活动最后一
站，岐山山花节开幕，吸引大批游客参加。

岐山现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森林公园，位于衡南
县西北部，北与衡阳县相交，西南与祁东县毗邻，集高山、流
水、古庙、原始次生林于一体，既有江南景色之秀美，又兼西
北风光之神奇。 岐山景区还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阔叶林，
古树名木多达32属87科392种，被誉为“天然的植物基因库
和标本园”。

据了解，此次山花节推出了徒步赏山花、免费品素食、旅
游农产品展销、摄影采风、“做文明游客，为衡南添彩”千人签
名、岐山山花博览会等6大活动。衡南县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该县大力推进岐山景区扩容提质，景区档次与接待能力大幅
度提升。

永兴消防官兵棒棒的

烈火中救出3名小孩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王勇军）

4月9日16时15分，永兴县城沙子江路一处6层居民楼发生火
灾。 当地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动23名官兵到场处
置。在水枪掩护下，救援人员冲进房间，成功救出3个小孩。

永兴县消防大队中队长喻江波告诉记者， 当时居民楼
外面房门紧锁，室内浓烟滚滚，3个小孩被困。消防官兵用撬
棍等对房门进行紧急破拆，破门而入后，发现客厅内火势猛
烈，浓烟充斥，温度极高。在水枪掩护下，救援人员在卧室内
发现3名被困小孩。

被困小孩获救后， 消防官兵继续对着火建筑进行降温
处置。当天16时30分，大火被完全扑灭。

据悉，被救的3个小孩最大的11岁，最小的2岁。当天，孩
子们的父母均在工地务工，小孩在家玩耍时不慎引发火灾。
由于救援及时，目前3个小孩生命体征平稳，均无生命危险。

通讯员 孟春绒 丁小忠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3月25日上午， 永顺籍红军老战士、
正师级离休干部马忆湘的骨灰， 回到永
顺县万坪镇李家村安葬。

这是她逝世后的第193天，这是老人
的遗愿。

村里的百姓， 早早等候在墓地前。
田秀梅老人回忆道：“她回来探亲那年我
40岁，这次她回来我78岁了，就想来接一
下她。”

上午9时许， 马忆湘的亲属一行，首
先来到塔卧镇红二、 六军团出发地的纪
念碑前， 那是她红色长征路的起点。10
时，马忆湘的骨灰，运达万坪镇李家村的
墓地前。

墓碑上方刻着两面迎风招展的红
旗， 墓碑上镶嵌着马忆湘老人身着红军
衣服的彩色照片， 她深情地注视着远方
的太平山。

“圆圆的脸，和上次看到她是一个样
子。”田秀梅望着照片，不停抹着眼角的
泪水。

2岁的刘玉涵， 是马忆湘侄女的孙
女， 小玉涵站在墓前深情呼唤着“老太
太”。

骨灰安葬仪式，简朴而隆重。
马忆湘出生于永顺县万坪镇仓坪村

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几岁时就来到李
家村做童养媳。1935年，12岁的她在当地
参加了红军；同年10月开始长征，并最后
到达陕北。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36
岁时，创作了作品《朝阳花》，与同时期出

版的《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为红色经典
的“三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也教育了
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

2016年9月11日， 马忆湘因病于广
州逝世，享年93岁。

马忆湘生前时刻牵挂着家乡，2011
年2月， 永顺县委领导去广州看望她，她
特意到自家院子里挖了一棵柑橘树，还
带了些泥土用塑料袋包好带回家乡。目
前， 那棵柑橘树已在塔卧烈士陵园里的
红色沃土中生根发芽。

马忆湘墓地的正前方是巍峨绵延的
太平山，热闹繁华的集镇就在太平山下。
李家村里也建起了很多新房， 百姓安居
乐业，油菜花、桃花等在房前屋后怒放，
一派祥和， 这正是马忆湘当初离开家乡
参加红军时最想看到的景象。

衡阳：
多地宣传保护鸟类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爱护鸟类， 从身边做
起。”今天，衡阳市多地举办主题为“依
法保护候鸟，守护绿色家园”的爱鸟周
宣传活动， 呼吁全社会提高保护野生
鸟类意识。 如衡南县江口鸟洲是我省
面积最小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仅210公
顷， 每年在此栖息繁衍的野生鸟类却
多达10万只。 管理所工作人员为明德
小学的孩子们介绍了县域内特有鸟类
以及爱鸟、护鸟等方面的知识，师生们
共同宣读了爱鸟倡议书。

望城区：
村级换届顺利进行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洪维 谢添）今天，长沙市望城
区茶亭镇东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候选人
姚罗华获党员、居民代表全票推荐，并
以高票当选。望城区于3月中旬启动村
级换届选举工作，进展顺利。这主要取
决于该区人才储备足、资格审查严。该
区于2014年起，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
岗、平时挖掘等方式，共选拔村级后备
干部近200名。此次换届，择优选拔近
90名后备干部进入村级组织班子。同
时，经审查，共有52名现任村（社区）干
部不能提名。

永州金洞：
节假日引资见成效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今天，两家发展林下
经济的企业同时落户永州市金洞管理
区。 该区清明节“引老乡回乡投资兴
业”见到了成效。

4月3日下午， 金洞管理区抓住30
多名金洞籍在各地发展的企业家、经
济能人回乡祭祖的机会， 举行“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座谈会。通过推介
项目、沟通交流，达成10余项投资意向
协议。

宁远：
多人被取消提名资格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刘佳宾 唐振军 ）记
者今天从宁远县纪委获悉，该县在今
年村级换届选举中，严格落实“八联
审”制度和“八严禁”要求，切实把牢
村（居）两委候选人资格审核关。截至
目前，共审查初步人选1806人，其中
113人因审核不过关被取消初步人选
提名资格。宁远县严格实行“八联审”
制度， 组建换届风气巡回督察组，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快从严，绝
不姑息。

招商小分队引来“大块头”
祁阳一季度签约项目21个，总投资218.8亿元

北湖区为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强大动力

“一条龙”精准服务大项目

《朝阳花》作者叶落归根
———老红军马忆湘骨灰回乡安葬记

湘桂黔4县联合开展税收宣传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184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0
1270
11610

2
26
226

13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2337
124076

597
297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4月10日 第2017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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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356 元
02 2010 16 22 24 25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10日

第 2017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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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1040 749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41 173 214693

8 04

� � � � 4月7日上午，湖南省歌舞剧院排练厅，舞者在展示曼妙舞姿。当天，该剧院舞剧团组织40余名专业舞者
进行古典舞、现代舞、个人剧目等基训考核，备战中国舞蹈“荷花奖”大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杨水怡 摄影报道

舞动青春
别样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