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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尚文彦 向树平 杨自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把实施教育发展脱贫工程摆在
重要位置，突出“提标”“扩面”，助推教育脱
贫。 5月17日，在古丈县一中，该校学生向珍
丽对记者说：“精准扶贫让我们真正得到了
实惠，也看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 ”向
珍丽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她读书享受免
学费，前几天又领到了1000元生活补助费。

在自治州， 跟向珍丽情况相似的高
中阶段学生有1.15万多名， 占全州普通
高中在校学生四分之一。 为了让家庭经
济困难的适龄青少年儿童， 全员接受学
前至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近两年来，
自治州实施教育发展脱贫工程， 在国家
资助政策基础上， 提高对贫困学生的资
助标准，扩大覆盖面。

去年春季以来， 自治州对家庭困难

的幼儿园儿童每年除补助1000元生活
费外，还免保教费1500元，2.62万多名幼
儿受益，占总数26%。 同时，提高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家庭子女生活费补助，小
学生、 中职生每人每年较原来提高500
元，分别为1500元、2500元；初中生较原
来提高750元，达到2000元；高中生在执
行原生活补助每人每年2000元基础上，
对上示范高中、非示范高中的，每年分别

按2000元、1600元标准免学费和教科书
费。一些县市还在州定标准上有所突破，
如古丈县将生活补助资助对象， 由建档
立卡贫困户、 低保家庭子女扩大至所有
农村户籍在本县就读的学生。

去年， 自治州共发放贫困学生资助
金3.27亿元，惠及学生12.7万名。 今年上
学期， 预计共发放资助金1.603亿元，惠
及学生14.9万人。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段云行 周俊
张福芳 刘芾）5月17日，涟源康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投入试运行， 作为国内首家
柑橘全产业链企业， 康麓生物已在涟源
当地带动1万亩玳玳酸橙种植。按公司产
能，远景种植面积还需要近10万亩，除企
业自身的赢利外， 将为农民打开巨大的
增收空间。小酸橙带出一个产业链，这是
近年来涟源力促农业提档升级、 打造拳
头产业的成果之一。

涟源是我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基
地， 也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近年

来，该市集中政策、资金、土地优势， 按
照“一心两翼”布局，高标准规划农业产
业集群建设。以涟源高新区为核心引领，
打造农产品加工的桥头堡； 以桥头河现
代农业综合示范园为北翼， 打造蔬菜地
域品牌；以龙山旅游区为南翼，打造生态
农业产业园和休闲农业集群。 依托企业
的示范作用，涟源已构建起“多个龙头带
动、一批核心企业支撑”的发展模式，形
成了中药材、畜禽、粮油、大豆、蔬菜等一
系列产业链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
812家，农产品加工企业282家。 同时，培

育出博盛生态园、 肖老爷食品、 忠食菌
业、邬辣妈食品、回春堂药业、天华牧业、
天柱山禽业等省内知名的涉农企业。 康
麓生物还进入橙皮苷产品国内细分行业
的前列，拥有7项核心专利。

涟源还加大企业品牌帮扶力度，缩
短品牌孵化时间， 推动农产品产地、
无公害农产品及绿色食品的认证，提
升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帮助企业推进
商标注册、 产品研发和宣传包装，在
项目立项、行政审批、土地流转、用电
用水、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科技创新

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目前，涟源已成功
打造出农业省级著名商标品牌18个，获
“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38个，一批优质
农业品牌正快速崛起。 目前全市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达95.7%， 商品率达65%以
上，农业产业化迈开了大步。

“天使”跌落“凡间”
省市联手救助

澳洲黑天鹅
湖南“安居”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游泽松）今日，省野生
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给临湘市森林公安
局打来电话称：贵单位救护的一只受伤
野生黑天鹅恢复良好，现已与我中心另
外一只黑天鹅配对正式“安居”。

4月25日10时许， 临湘市忠防镇马
家洞村支书朱志军向森林公安局路南
派出所报警，称该村三屋组村民杨秀荣
在自家屋后水沟里发现一只“怪鸟”，好
像受了伤飞不起来。

该所接到救助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
场，经现场观察和调查走访，确定此“怪
鸟”疑似为野生黑天鹅。 临湘森林公安局
高度重视，一方面精心看护和喂养，一方
面安排专人分别与市林业局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和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联系。 4月26日上午，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
中心派遣专家前往鉴定和救护。 经鉴定，
此动物为黑天鹅。

黑天鹅产于澳洲， 是天鹅家族中的
重要成员，为世界著名观赏珍禽，是濒危
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中保护
的珍贵野生动物。 此只黑天鹅是迁徙途
中因气囊受伤而停留在此。 随后，这只黑
天鹅被送往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通讯员 孟春
绒 记者 彭业忠 ）5月17日下午6时，湖
南老司城、不二门等景区推介会在浙江
省绍兴市落幕。 推介会连续在台州、嘉
兴、杭州、绍兴等地举办，吸引500多家
旅行社参加，迅速形成“老司城风暴”，
在浙江打响了“天下永顺、土司王城”这
一核心品牌。

永顺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世界文化
遗产老司城，还有9个“国字号”品牌。今年

3月， 该县成立永顺土司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管理县里原有的5个旅游公
司，经营老司城景区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芙蓉镇、国家风景名胜区猛洞河、国家
森林公园不二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溪
等永顺的核心旅游景区，着力打造“天下
永顺、土司王城”这一核心品牌。

永顺和浙江有着源远流长的亲密关
系。公元1555年，倭寇侵占东南沿海，年仅
18岁的永顺宣慰使彭翼南奉旨率5000土

家士兵出征抗倭，大获全胜，稳固东南。后
来为了东南沿海长久稳定，部分湘西儿女
就地驻扎，浙江现有土家儿女5.5万多人。

据统计，近年来，浙江每年进入大
湘西地区旅游的有近12万人，提供旅游
收入3.6亿元，是大湘西地区旅游市场最
大客源地之一。 目前，浙江嘉兴假日国
际旅行社等数十家旅行社推出了“土司
王城” 旅游线路，5月以来， 浙江已有
2000余人进入永顺旅游。

将爱“燃烧”到溆浦贫困山区

“宁波好人”牵线建设
希望小学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婷婷 马细连）连日来，
溆浦县两丫坪镇黄金村宁波教育希望
小学、 平安村兆顺希望小学在抓紧装
修，拟在今秋开学时投入使用。 这是由
浙江宁波江东区李惠利小学退休教师
周秀芳联系爱心人士捐款，在溆浦县建
设的第6与第7所希望小学。

2015年春节， 周秀芳从朋友处得知
溆浦贫困山区北斗溪镇需要教育帮扶，
决定去看一看。 当年3月初，她来到北斗
溪镇桐林小学， 看到孩子们挤在用茅草
搭建的教室里读书， 决定留下来给孩子
们上课，并筹资修建桐林弘盛希望小学。

来溆浦2年多， 周秀芳走访了北斗
溪等乡镇的多所学校，并将其所见所想
发到微信朋友圈。 信息发布后，杭州女
企业家王娴出资31万元，援建搭溪希望
小学； 上海企业家苏书超出资28万元，
援建凤型上海交大安泰希望小学……
经周秀芳等牵线搭桥，目前已在溆浦建
成5所希望小学， 让1700多名孩子搬进
了新教室。 另有2所在建设中。 同时，溆
浦有212名贫困生得到结对帮扶。

周秀芳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引起广
泛关注。去年，她被评为“宁波好人”。今
年1月初，她入选“感动湖南人物”，并将
代表湖南参评“感动中国人物”。

长沙全面建立河长制体系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陈新）日前，长沙正式出台《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公布了全市河长制名单。 长
沙将全面建立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4级河长
制体系，并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文浩担任总河长。

实施意见明确，长沙市境内335条流域面积在10平方公
里以上的河流，632座上型水库，水域面积在5公顷以上湖泊
及城区内重要水域均实行河长负责制。 长沙市将力争在今
年底，实现河长制全覆盖，城区污水实现全截污、全收集、全
处理，城镇污水厂全面达到或优于一级A排放标准。 全面消
除城市建成区内黑臭水体，一江六河干流基本完成“清乱、
清养、清岸”，湘江干流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达100%， 浏阳河入湘江口水质稳定
达到V类及以上，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龙王港、沙河入湘
江口水质力争达到Ⅳ类。

永州市四级河长上岗担责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崇县)今日，

永州市召开全面推行河长制动员大会，在全市建立市、县、乡、
村四级河长体系。对全市733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5公里以下重
要河流及大中小型水库，今天起四级河长正式上岗担责。

为实现“河流畅通、水质良好、生物多样、岸线优美”的总
体目标，该市成立了河长制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书记任第一
河长。 明确了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源保护、
提高供水保障、加强河库综合整治、加强河库岸线管理、规范
河道采砂管理、强化工业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污染防治、加
强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化行政监管执法、提升动态监测监
管水平等23项工作任务，按照“一河一策”“一库一策”要
求，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刘卫平)今天上午，记者
来到常德市西湖管理区湖南德人牧业
奶牛养殖基地，看到运送油菜秸秆的车
辆在等候过磅，队伍长达近100米。 不远
处，工人们正忙着将油菜秸秆和紫花苜
蓿、 饲苎麻等作物按量放入粉碎机内，
切碎的秸秆饲料堆成了山。 当地农民曾
交庭送来一车油菜秸秆结账后, 高兴地
说：“往年秸秆烧也不准烧，堆在坪里时
间长了臭气熏天，愁死个人。 现在秸秆
有人收，每吨可卖300元，真是大好事！ ”

去年，湖南德人牧业院士工作站提

出，在环洞庭湖区推行“棉田一改三化”，
即棉田改种饲料作物， 实现油菜饲料
化、苎麻饲料化、秸秆饲料化。 并于当年
在西湖管理区开发了紫花苜蓿、饲苎麻
等优质牧草与油菜秸秆饲料化耦合增
效利用综合技术， 按一定比例混合青
贮，将油菜秸秆做成饲料，实现变废为
宝。 目前，该技术经国家有关部门专家
现场质询，认为技术路线可行，效果相
当好。 运用这一技术，可有效解决洞庭
湖区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
为当地奶牛养殖提供了新的饲草料。

湖南德人牧业院士工作站副站长

曾国璋介绍， 从油菜秸秆自身特点来
看，其木质化高，但通过混合发酵，在厌
氧环境下可将其细胞结构破坏，木质化
纤维得到降解， 营养物质更易消化吸
收，从而让油菜秸秆成为牛羊等牲畜喜
欢吃且营养价值高的饲料，一举解决了
秸秆难处理与牛羊饲草资源问题。

据了解， 德人牧业还将通过机收
还田示范推广、 秸秆能源化利用等， 逐
渐形成“利用企业+收贮中心 （点） +
村 （农民经纪人） +农户” 的秸秆综合
利用产业链， 为秸秆全量化利用探索
新路径。

湘潭市：成立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小军)今天，

湘潭市公安局举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成立授牌仪式。 据了
解，这是我省成立的首个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相关负责人介
绍， 环境犯罪侦查支队主要负责掌握湘潭市环境犯罪动态，
分析、研究犯罪信息和规律，拟定预防、打击对策；研究拟定
全市环境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并负责监督检查落实； 组织、指
导、协调侦办涉及环境犯罪的刑事案件，直接查处和侦办全
市范围内的环境犯罪案件等。

永州市：智能化改造预警设备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彬）今

天，记者从永州市水文局获悉，该市对91处山洪站点的预警
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信息采集自
动化、信息传输网络化和信息处理智能化”。 2011年，永州市
全面建成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部
分设备出现报汛时间长、报汛信息不全、容易出错等问题。
为此，该市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即
时自动采集水位、雨量、流速等数据，并同步传输到省水文局
水情信息平台。

开福区：党员干部集体学习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张群)昨天，

长沙市开福区委党校大礼堂座无虚席，913位党员干部聆听
党课，其中有107位社区（村）“两委”书记是刚刚“履新”上
任。 开福区区委书记沈裕谋以《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争做一
名合格的党员干部》为题讲授党课，他勉励党员干部要走绝
对忠诚的光明之道、敢于担当的有为之道、廉洁律己的干净
之道，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干部。培训班还邀请了长沙
县黄花镇黄龙新村顾问王再德，作《怎样当好支部书记》的主
题授课。

岳塘区：机器人实验室项目落户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史韬来）5月

16日，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青少年科技发展专项基金会负
责人来到湘潭市岳塘区红霞小学，对4月24日落户于此的我
省首个“少年硅谷”机器人实验室项目进行调研。据悉，此前，
全国仅有北京、青岛、佛山3个城市共5所学校拥有该实验室
项目。 设在红霞小学的实验室建成后，将定期向学生及家长
开放，并展示学生阶段性成果。

自治州“提标扩面”助推教育脱贫
今年上学期预计发放贫困学生资助金1.603亿元，惠及14.9万学生

布局“一心两翼”，高标准规划农业产业集群建设

涟源市“提档升级”打造农业品牌

老司城风暴“袭”浙江
连续举办4场推介会，500多家旅行社参加

秸秆不用再烧 每吨可卖300元

“德人牧业”变废为宝解难题

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18日

第 2017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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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1040 126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9 173 233377

4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5月18日 第2017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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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980671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7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21373
0 2885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81
53312

1052315
9682267

20
1901
36460
345024

3000
200
10
5

1620 23 30 3122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5·18天猫快乐垂钓节” 盛典晚
会在长沙田汉大剧院举行。 国际潮范
的维密秀、 异域风情的柔术表演、 闪亮
酷炫的电光舞、 气氛火热的互动游戏，
让钓鱼达人们欢笑阵阵。 线上线下的
直播互动活动、 接力垂钓等趣味展示，

让原本是户外运动类一个小众分支的
“垂钓”， 一时间成为万众瞩目的“主
角”。

“5·18天猫快乐垂钓节” 是由湖
南广播电视台快乐垂钓频道联合阿里
巴巴“天猫” 共同打造的， 借由电视媒
体服务和电商零售服务的“双引擎”，

促进垂钓产业化蓬勃发展、 优化转型
及升级。 “天猫快乐垂钓节” 的成功开
展， 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聚焦在
“垂钓” 这项冷门的体育运动中来； 让
优秀的民族钓具品牌也有机会借这样
的活动更多地向外界展现自己， 从而
产生很多“爆款”。

“天猫快乐垂钓节”释放快乐

� � � � 5月18日，嘉禾县晋屏镇刘家村，村民在百合种植基地施药，防治病虫害。 今年，该镇培育“一村
一品”经济产业，通过引进能人和成立合作社的方式，在刘家村发展百合产业，种植百合达420亩，目
前，绿油油的百合长势喜人，让村民看到了增收的希望。 黄春涛 肖建安 摄影报道

百合产业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