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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段云行 周俊
李亮 谢立松）近日，冷水江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运输车辆将一批刚生产的线
材，运送至相邻不远的天宝紧固件公司，
用于制造高端、精密紧固件。低效益的产
品变成高附加值的部件， 冷水江传统钢
铁产业的集群效益、 链条效益在不断显
现。

冷水江是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
市。近年来，该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 大力推行新型工业化， 实施

“工业提振三年行动”。 一方面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扶持存量企业做大做强做精。
另一方面以经济开发区为中心， 培育和
引进战略新兴产业， 加快形成新动能培
育引进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互促共进的
良性循环。

依托当地优势资源、企业和产业，冷
水江着力盘活存量经济， 加快传统产业
技术改造升级，全面挖潜增效，延伸产业
链条，推动传统产业由高成本、低效益向
重创新、高附加值转变。闪星锑业深化企

业内部改革，甩掉历史包袱，企业减亏增
盈取得明显成效。 博长控股集团降耗挖
潜、改进技术，去年实现盈利3.49亿元。
同时， 大力发展年产10万吨含锑阻燃粒
料工程、不锈钢产业园、紧固件产业集群
等项目，引导锑品、钢铁等传统产业向上
突破，抢占高端市场。

为培育和引进战略新兴产业， 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冷水江市级领导赴北
京、 深圳、 江苏、 浙江等地洽谈项目。
年产10亿件新能源电动汽车用保险管、

中广核4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等项目正在
加速建设。 本土的3A公司、 华科高新、
大乘医药等一大批企业纷纷建立研发中
心， 新技术、 新产品、 新专利层出不
穷。 紧固件、 不锈钢、 新材料、 电子陶
瓷、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逐
步构建起结构合理、 特色鲜明的产业体
系。 今年1至5月，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
同比增长17%， 经济开发区规模以上企
业增加到34家， 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大幅
增强。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戴勤 肖
祖华 通讯员 刘郁 黄燕华）整洁的校园
里，800余名学生书声琅琅； 雅致的少年
宫里，音乐、美术、手工制作等专业教室
应有尽有……近日， 记者走进邵阳市北
塔区新滩镇协鑫阳光小学， 这所农村小
学的景象已经是焕然一新。 让人难以置
信的是，就在5年前，这里只有2栋濒危教
室，不足80名学生……

协鑫阳光小学只是北塔区实施教育城
乡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北塔区
委、区政府建立区党政议教、区级领导挂校

联点、部门单位联系学校等制度，从农村薄
弱的学校起步，以城区教育的标准，不断加
大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力度。 2015年启动茶
元头中学等3所农村中小学，计100套4000
余平方米教师周转房建设。 近5年来，该区
累计投入7000余万元，创建省义务教育合
格学校8所，“市级园林式单位”学校3所。

同时， 该区还扩大城区教育资源，扎
实推进教师轮岗交流，引导城区学校教师
向边远、薄弱学校合理流动，农村教师薪
资待遇与市直学校“同城同酬”。 近3年来，
共投入2200余万元改扩建城区学校，完成

了协鑫阳光小学等3所小学的教学楼和综
合楼建设。2014年，引进民间资本2.5亿元，
创办湘郡·铭志学校，增加学位6000个，缓
解城区中小学校的“大班额”问题。

此外，该区还着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打
造“活力”教育，先后投入1000万元，在全
区17所中小学校全面实施教育信息化“三
通两平台”建设，建成交互式“班班通”
网络教室185间， 搭建教学资源共享平
台、中小学校教育空间网络平台；打造
“一校一品”， 努力扩展师生学习空间，
全区中小学校少年宫活动实现全覆盖，

实现“城乡学校一样美丽，城乡课堂一样活
跃， 城乡教师一样敬业， 城乡孩子一样可
爱”的“四个一”目标。

2015年、2016年， 北塔区先后获得
“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市、区）”
和“湖南省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示范县
（市、区）”称号。

7月1日起，长沙市内五区

办公类二手房交易税
即办即结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刘育华）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地税局了解到，今年7月1日起，长沙市市
区（望城区除外）办公类二手房（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将全
面纳入评估系统处理，纳税人可做到即办即结。

此前，长沙市住宅类二手房交易税收征管已全面纳入评
估系统处理，由系统评估计税价格，而非住宅类（包括办公
类、商业类、车库类和其他）二手房交易一直由具有相应资质
的房地产评估机构采取估价师外勘采集数据、人工评估的方
式进行评估。

新的评估系统上线后，非住宅类二手房交易将跟住宅类
存量房交易一样，纳税人无需再通过中介评估，便可直接在
地税窗口办理。 纳税人将不用在评估机构与地税窗口之间

“往返跑”， 办理时间由至少5个工作日缩短为即时办结，且
报送资料无任何变化。

此外，长沙市市区（望城区除外）商业、车库及其他非住
宅类二手房交易和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的非住宅
类二手房交易，将于2018年6月30日前分期分批纳入评估系
统处理，都可做到即时办结。

无人机防治，赛过200多名劳力

君山农业公园科技救灾事半功倍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开见 吴德

胜）6月26日，朝霞满天。 4架无人机在岳阳市君山农业公园
腾空而起， 对连日暴雨造成真菌性和细菌性病毒灾害的
1000多亩辣椒实施喷药防治。

6月23日的特大暴雨，不仅给君山农业公园1000多亩正
处于挂果旺季的辣椒造成大面积病菌感染，也给正需要大量
养分的辣椒造成了严重的肥料流失。园区蔬菜专家团队通过

“望、闻、问、切”，开出了病害防治与营养补给相结合的“处
方”。 该“处方”属于生物营养药剂，主要成分为安融乐、有机
助剂、可杀得三千、醚菌酯。这个“处方”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高
深透性，内吸性强，安全环保，无毒害残留，半个小时后就能
被作物迅速吸收，并达到杀菌、补充养分、增强病毒抵抗力的
目的。

岳阳市政府驻园科技特派员陈绍祥介绍，蔬菜产区的生
产自救，除了对症下药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利用雨期空
隙，抢抓时间进行病害防治。针对防治面积大、人工劳动强度
大且刻不容缓这一情况，该园出动4架无人机进行飞行防治，
仅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200多名劳力需要一天才能完成的
防治任务。

天元区O2O
引领环卫治理

新风潮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李小申） “如何提高全民
环卫意识， 如何广泛而高效地进行环
卫治理？” 近日， 在株洲市天元区O2O
环境卫生治理暨道迩网络“小环境”
程序上线启动仪式上， 区长董巍给出
了答案： 倡导“环境治理， 人人参与”
理念， 实现“洁净株洲， 共建共享”
目标， 将不遗余力地推动“互联网+环
境治理” 升级， 引领环卫治理新风潮，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营建绿色家园。

“O2O”（Online� To� Offline）意为
在线离线、 线上到线下。 为有效解决
环卫治理实际难题， 天元区最近联合
湖南道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移
动客户端“小环境”， 通过线上发动全
民参与、 线下开展垃圾桶包装宣传活
动， 吸引社会企业捐助代言等， 倡导
政府、 企业、 市民携手共进， 用科技
打造绿色经济， 用创新建好绿色家园。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天元区力推
的“小环境” 项目工程， 是国内O2O
环卫治理项目首例， 为各地共同探索
环卫治理提供了样本。 线上“小环境”
可帮助政府和相关机构丰富环境宣教
的形式和手段， 倾听群众诉求， 而线
下则通过“垃圾桶换新装” 方式， 以
开发各类有趣好玩的线上互动游戏，
寓教于乐， 根据提示完成任务还可获
得微信红包等奖励， 这有利于激励市
民养成正确扔垃圾的文明习惯。

目前， 天元区已给辖区天台路、
黄河路、 长江路等主要路段上500个
果皮箱“换装”， 贴上印有地球、 森林
等环保图样的卡通画， 并在画上印有
二维码， 市民只要“扫一扫”， 就可以
加入O2O环卫治理行动行列。 当天，
便吸引3500多位市民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好，150株银桂明天送到。 ”6月26
日， 记者采访永州市金洞管理区石鼓源
乡五星村苗木协会负责人奉国成， 不时
被订货的电话打断。

今年54岁的奉国成头脑灵活， 他本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建材老板， 生意做得
顺风顺水。然而2013年春节刚过，奉国成
突然决定转让经营了10多年的建材店，
转型发展苗木生产。亲朋好友纷纷劝他：
“建材生意做得熟门熟路，还去折腾啥？ ”
但奉国成态度坚决。 他向记者道出了其
中的缘由，2012年，他经朋友介绍到长沙
周边的几个苗木市场参观后， 心里打起
了“小九九”：家乡的气候、土壤条件好，

适合发展苗木生产。而且，随着人们对生
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 苗木产业前景
看好。

奉国成发展苗木生产不蛮干。 他多
方考察，决定种植名贵苗木，还从省城请
来专家指导生产。 他把铺盖搬到苗木基
地，翻土、施肥、修枝等，起早贪黑跟着
学，认真干。 奉国成的儿子奉玉林回忆，
从那以后，父亲很少回家，整天一身泥。

发展名贵苗木生产的第一、第二年几
乎没有收入， 奉国成投入了全部积蓄，但
很快就出现资金缺口。 奉国成把房屋、汽
车等到银行抵押，还四处举债，终于渡过
了难关， 苗木基地发展到150亩， 有红檵
木、茶梅等60多个品种。 从江西来购买苗
木的李成军说：“这里的苗木品种多、树型

好，便于选购，我们愿意要。 ”如今，奉国成
每年销售苗木纯收入在20万元以上。

见奉国成发展苗木产业成功， 不少
村民想跟着他干。 奉国成拍着胸膛表态:
“谁有想法，我就带着他干！ ”2015年，奉
国成带领30多户村民成立了苗木协会。
奉国成不但向大家免费提供苗木和产销
信息，还无偿提供技术指导。

该村贫困户邓光文想种植苗木，苦
于没有启动资金。奉国成闻讯后，想办法
给他解决了生产资金， 还免费提供生产
资料。 今年，邓光文销售苗木收入5万多
元，摘掉了贫困帽。

依托苗木生产， 五星村去年人均纯
收入达7000多元，该村成为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

湘潭：“走读湘江”宣传环保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文强）今

天，由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走读湘江”环保公益活
动走进湘潭。 9名学生在该市环保局环保科普教育基地，了
解湘潭整治环境污染情况。 据了解，湘潭市是该活动的第6
站。 座谈会上，湘潭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市对湘江
保护与治理所做的工作。 2013年以来，湘江流域湘潭段重金
属未出现过超标，2016年全市地表水共监测15个断面，水质
状况良好，各断面中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14个，
占93.3%。

冷水滩：狠抓学校食堂安全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胡光雄）今

日，记者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园小学食堂看到，灶台、案
板、洗碗池、餐具等，摆放有序，整洁卫生，这是该区推行学校
食堂标准化建设后呈现的新气象。 据了解，该区的学校食堂
标准化建设通过实施食堂硬件标准化、管理制度标准化、培
训考核标准化等手段，全面改善了就餐人员饮食条件，提高
了餐饮服务水平，学校师生饮食安全得到大幅提升。 到今年
底，全区标准化学校食堂将达到20家。

存量提档升级 增量加速崛起

冷水江“双引擎”驱动工业转型

北塔区教育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永兴十大产业基地
扶持移民发展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李源）“以前，我们养蜂都是散养，图个小钱。 现在，一排
排蜂箱错落有致，一年卖蜂蜜能有50多万元收入。 ”近
日，永兴县龙形市乡青山垅水库养蜂基地负责人介绍，
基地里的几位移民户，每户年纯收入2万多元。

永兴县有水库移民1.6万人。该县近几年按照精
准扶贫要求，因地制宜抓产业，先后在龙潭库区、黄
口堰库区等地，打造油茶、冰糖橙、农业休闲、有机
稻、畜牧水产、生姜、苗木等十大产业示范基地，引
导移民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就地创业。 通过十大产
业基地示范引领，永兴县引导移民群众发展冰糖橙
6000多亩、油茶5000多亩、生姜1000余亩、食用菌
300余亩，养殖牛羊6000余头，当地移民因此人均增
收2100多元。

开福区：与明德中学合作办学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邬灿伟）今天

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政府与明德中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在金鹰
小学举行。将在现有金鹰小学的基础上，建一所公办全日制九年
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 拟建设小学标准班级48个、初中标准班
级24个，招生规模可达到3360人。 学校位于开福区万家丽北路
洪雅社区，占地60多亩，预计在2019年全面建成。

新闻集装

建材老板转型带出苗木专业村

� � � � 6月26日，嘉禾县广发镇楚江村，村民忙着采摘蔬菜装箱外运。今年，该村通过种植
大户和科技能人示范带动，发展蔬菜产业，并联手外贸公司，订单种植节瓜、美人椒、茄
子等数10种蔬菜，产品全部由外贸公司销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市场。 黄春涛 摄

乡村蔬菜
俏销海内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27 日

第 2017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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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1040 849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86 173 360878

3 6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27日 第2017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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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976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54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94147
16 4358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82
77717

1147687
5072832

47
2717
39456
180440

3000
200
10
5

0206 23 30 3116

创业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