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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龙交春 陆元龙 廖湘杞）“湾洞桥
荒山变绿了，生态环境变美啦！”7月11日，
记者在衡南县柞市镇湾洞桥村看见，该村
紫色页岩山地上种上了红椿、橡木等树木，
昔日红色沙漠变成了绿色银行。

据了解， 湾洞桥村山地多为紫色页
岩荒山。2015年10月，村民全裕林流转承
包村里紫色页岩山地3000多亩， 已种植
红椿等树苗1000余亩。

衡南县林业局局长胡文电介绍，目

前全县共有林地187.45万亩，其中紫色页
岩山地60.5万亩。紫色页岩山地不能涵养
水源，抗旱能力极差，水土流失严重，易
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2015年下半年，
该县出台“全面绿化紫色页岩山地五年
行动计划”，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紫色页岩
绿化造林。该县明确规定，按照不同山地
坡度，县财政对紫色页岩绿化造林，分别
给予每亩400元、500元奖励补助。吸引湖
南碧森源、 湖南春风等120余家涉林企
业、专业合作社，共投资2.5亿元，参与紫

色页岩山地绿化。近两年来，全县新增紫
色页岩造林8.4万亩， 政府发放奖励补助
4000多万元。

衡南县林业部门还根据“适地适
树”、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原则，精心
筛选出油桐、粗糠树（俗称土枇杷）、红椿
等一批优良乡土树种， 引进了美国红橡
等一批生长快、易成活、生态和经济效益
较好的树种。并与中科院亚热带研究所、
中南林科大、 省林科院等单位建立技术
合作关系，科学制定造林方案，解决了紫

色页岩破土并形成厚土层的难题， 提高
了造林成活率。目前，已建成示范林1.8万
余亩。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各乡镇，
也在国道、省道及铁路两旁裸露山地，共
建立义务植树基地200余处，绿化面积达
7800余亩。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胡旭丹 陈果兰）“为创业者提供一
个租金全免、 拎包入驻的创新创业空
间。”日前，由湘潭市与岳塘区共同打造
的湘潭·长塘村创新创业一条街， 本着
“集青年创新智慧、 圆大众创业之梦”的
理念，向全市创业者抛出了橄榄枝。

近年来，岳塘区将万众创业、创新作
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动力、 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和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的新要求， 结合经济工作予以重点推
进。该区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长任组
长的区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结
合该区“一轴二带三片区”战略部署及
重点项目安排，制定了《岳塘区创新创业
工作实施方案》，从主体培育、资源整合、
载体建设、平台支撑、政策扶持和环境优
化6个方面全面发力落实工作，构建了一
个目标清晰、 操作有据的工作机制和政
策环境。

据了解，仅2016年，岳塘区人社局联
合团区委就成功举办了9期“青年电商、
创业有我”培训班，培训创业青年近600
名，帮助200多位学员成功创业。全区各
街道通过各种渠道， 组织创业培训2000
余人次，帮扶群众创业400余人次。该区6
大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青年电商，
创业有我” 宣讲活动中免费获得专业电
商培训、入驻众创空间、优质供销平台等
资格。

在“创业大讲坛”活动中，岳塘区邀
请专家现场为400余名青年代表授课，传
授创新创业知识，有力营造了全区鼓励、
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在湘潭市第
三届“青年创业达人赛”中，该区组织11
名选手参赛并获得多项荣誉。此外，该区
坚持创业孵化与项目招商有机结合、自
建与社会资本建设并重的基本原则，打
造出岳塘经开区、 三鑫车业等省市级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金慧 陈雅）宁乡经开区又传好
消息：20大项目落户，总投资125亿元！今天下午，宁乡经开
区举行“2017·蓝月谷之夏”产业活动季重点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园区食品饮料、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均
有新生力量加入，诸多配套企业扎堆进驻，各大产业链条
进一步补强。

“宁乡经开区‘马上就办’的服务，爱商亲商的环境都
是吸引我们的原因。” 海尔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海尔日
日顺物流有限公司发展总监谭登宝表示，公司将投资20亿
元，在园区建设海尔区域仓储物流及大数据中心。此外，国
瑧科技宁乡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达26亿元，生产液晶显示
器和智能手机显示屏偏光片；湖南金典智能家居科技有限
公司拟投资建设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智能家居产
业园……诸多知名家电品牌纷纷入驻投资，园区智能家电
产业有望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本次签约活动中，还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重大
项目落户： 北京合纵科技将在宁乡经开区投资30亿元，建
设新能源区域总部及电池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亿利洁能将
在园区投资20亿元，建设亿利华中南投资并购中心及智慧
能源总部等，将进一步补强园区相关产业链。

“宁乡经开区将以最优的服务、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力
度对待入驻企业和项目，让投资者放心、开心、舒心。”宁乡
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戴中亚介绍，随着今天这批产业项目集
中落户， 今年以来， 宁乡经开区合同引资累计已达220亿
元，“招大引强”成果丰硕。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婷 熊军）“现在全县各地都在
抓紧时间补种， 常规稻在25日前播种完
毕，力争灾后粮食不减产。”昨天，记者在
株洲县朱亭镇浦湾村看到， 因洪水受灾
的群众正抓紧时间补种晚稻。7月9日起，
县农业局派出技术人员， 对该村进行专

业指导，村民统一购买了300公斤杂交稻
种子进行补种。

据统计，6月下旬以来持续大暴雨，
导致株洲县水稻受灾36266亩，其中绝收
20760亩； 蔬菜受灾2820亩， 其中绝收
1200亩；经济作物受灾3200亩，其中成
灾3157亩。洪水退后，为帮助受灾群众及

时恢复生产， 县农业部门迅速制定救灾
工作方案，发放宣传手册3万份。同时，组
织人员成立查勘小组，协助县内3家保险
公司开展农保理赔工作， 并紧急组织经
销商调运水稻种子10万公斤。 农业部门
还派出技术人员， 包乡镇指导群众扶苗
正苗、施药治虫、科学补种。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通讯员 廖
文 朱青青 记者 杨军 ）今日，在沅江
市漉湖芦苇场麋鹿临时救助站， 记者
见到了被圈养救助的2头麋鹿。经过一
段时间精心喂养， 曾经受伤的麋鹿现
在恢复良好。 等麋鹿完全康复且外河
水位退下去后， 林业部门会将其放归
大自然。

麋鹿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6月29日以来，沅江市外湖水位暴涨，
麋鹿赖以生活的垸外湿地被大水淹没，
麋鹿被迫迁徙到垸内南大膳镇、 漉湖芦
苇场一带。 据南大膳镇林业站站长郑怀
云介绍，2头受伤的麋鹿分别是在7月1
日、4日被带回来的， 它们都是足部受伤
流血，经过消炎处理，目前伤口已愈合。
林业站聘请喂养人员，24小时值班，对其
悉心照料。

为做好洪灾中麋鹿保护工作， 沅江
市林业部门广泛宣传，告知沿湖村民，一
旦发现麋鹿， 及时与当地政府或林业站
联系，不要因其损坏庄稼而驱赶、伤害它
们。近期，南大膳镇、漉湖芦苇场境内共
发现麋鹿21头， 林业部门人员已救助麋
鹿5次。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于晓卉）今日，湖南女子学院为66
名参加大学生暑期“情牵脱贫攻坚”主题
实践活动的师生志愿者举行出征仪式。
她们将被分成22支队伍， 奔赴永州双牌
县和祁阳县，开展为期15天的实践调研。

大学生暑期“情牵脱贫攻坚”主题

实践活动由省扶贫办和省教育厅联合
组织。 根据安排， 全省各高校将组建
2311支队伍， 奔赴全省6924个贫困村。
湖南女子学院属于第一批响应的高校。
出征仪式上，校长杨兰英勉励志愿者们
在实践活动中进一步了解民情、体会人
生、锻炼毅力、培养品格，要带着时代责

任感和对贫困群众的特殊感情，认真完
成各项任务。

据介绍，此次主题实践活动，大学生
志愿者们将深入调研村帮助摸清贫困户
情况，填写好《贫困户基本情况表》，完善
精准扶贫档案，帮助调研村填制好《挂图
作战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斌 唐干亚

7月13日清晨5时30分， 永州市第二
公交公司驾驶员郭爱林提前来到停车
场，认真检查车辆胎压、刹车、车门开关
等。从事公交车驾驶工作23年来，郭爱林
安全行车110余万公里， 送达乘客超过
280万人次，15次荣获公司“安全奖”，19
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多次荣获公司“服
务标兵”、永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省春运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每个工作日“加班”两小时
郭爱林安全行车110余万公里。这与

他每天提前上班， 认真检查车辆安全状
况， 每天推迟下班， 搞好车辆维护分不
开。 这样算下来， 郭爱林工作10小时以
上，加班两个多小时。

今年春运期间的一个晚上， 郭爱林
的妻子还不见他回家，打电话也不接，只
好到公司找他。这时，只见郭爱林和修理
师傅从地沟爬出来，满脸油污。原来，郭
爱林感觉到公交车方向盘有点紧， 虽说
暂时不影响驾驶，但他放心不下。于是，
他拉着修理师傅一起加班加点， 把车修
好。

把温暖送给顾客
郭爱林对自己的服务要求很严格，

每次刹车，他都力求稳、缓。开车起步，一
定等大家坐好、站好了再启动车辆。该市
财政局一名退休干部专程给永州市第二
公交公司写信：“小郭同志的车， 我经常
坐，技术好，待人礼貌……我们感谢公交
公司有这样的好驾驶员。”

前不久， 郭爱林突然听到车厢里传
来孩子的哭声。一问才知道，是这名孩子
放学后，一时粗心坐错了车。郭爱林把车
开到终点站后，他按照孩子说的地址，打
的把孩子送回家。这时，孩子的家人正准
备四处找人。

郭爱林还多次智斗小偷， 保护乘客
的财物。去年，他勇敢地揪住一名正在行
窃的小偷，把小偷扭送到派出所。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陶芳芳 杨旭）捐助显大爱，义卖
传真情。今天上午，一场以“让心靠近，将爱传递”为主题的
“爱心赶集”活动在长沙市天心区步行街南门口举行。活动
采取现场捐赠和爱心义卖两种方式进行，所得善款将定向
捐赠给天心区城南路街道特困家庭以及遭受洪灾的部分
居民。此次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办、天心区文明委主办，天心
区委组织部等承办，燕子岭社区等负责执行，活动共筹得
善款近两万元。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匡易才）
近日， 双峰县开展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向一切违规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亮出利剑。查处和整治重
点为：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推荐并代购教辅材料问题；在
省、市州推荐目录以外向学生推荐教辅材料问题；征订“一
科多辅”；学生“被自愿”征订教辅材料；部门强行要求学校
向学生推荐征订各类专题教育读本； 教辅发行单位在发
行、销售教辅资料中的违纪违规等。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7
月11日，衡阳市南岳区全域旅游导服人员培训班开班，来自
全区旅游系统的导游员、 讲解员以及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参加集中“充电”，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助力南岳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此次培训为期8天，培训内容包括导游团
队建设和人才孵化、导游安全意识与应急救援技巧、导游服
务礼仪等。同时，邀请有关专业人士作《兼收并蓄的湖南旅游
文化发展》《南岳衡山在湖南旅游中的坐标》等的专题讲座。

衡南“红色沙漠”成绿色银行
近两年新增紫色页岩造林8.4万亩

整资源 强平台 优环境

岳塘集创新智慧圆创业梦想

沅江林业部门
5次救助麋鹿

7月13日，长沙市芙蓉区走马楼社区，志愿者在橘子洲景区沙滩乐园清理淤泥，为开园做准备。 傅聪 摄

清淤备开园

株洲县抓紧时机补种农作物

大学生“娘子军”赴永州调研

安全行车110余万公里
这个公交车司机不简单

老百姓的故事

宁乡经开区
再引资125亿元

天心区：
举行“爱心赶集”活动

新闻集装

双峰：
整顿违规征订“教辅”

南岳：
旅游导服人员“充电”忙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87 8 3 1
排列 5 17187 8 3 1 1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13日

第 2017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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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1040 85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43 173 215039

6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7月13日 第2017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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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715746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764217
2 10314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50
82194

1315821
12288324

72
2827
45211
434417

3000
200
10
5

0505 25 26 3014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王文隆)
今天上午，浏阳市举行电视问政《改革面
对面》栏目开播仪式，并现场播放第一期
节目《路长制，路更畅》。“我们在全省县
一级率先设计和推出电视问政栏目《改
革面对面》，就是想以公众监督倒逼大家
抓改革。”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
黎春秋表示，将以《改革面对面》栏目为
抓手，围绕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
度，尊重群众意愿，关注群众诉求，倾听
群众呼声。

浏阳市去年在全省首推“路长制”，
全面推动公路管理由单一部门管理向由
“路长”负责、沿线乡镇参与的综合管理
转变，促进全域公路更净化、绿化、美化，
更“畅、安、舒、美”。这一改革举措实施近
1年，具体怎么做的，做得怎么样，还有哪
些需要改进之处？ 这期节目就围绕这些
话题展开。

参与节目的嘉宾， 既有分管副市
长、公路局长、道路沿线乡镇长，也有
专家教授，还有“改革问政团”，包括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
等。“实施路长制后， 乡镇增加了不少
工作， 你们公路局做什么呢”“超限超
载严重损坏公路， 这个问题路长制能
解决吗”……约1小时节目中，“改革问
政团”不停抛出问题。坐对面的“改革
者”则一一回应。

“电视问政《改革面对面》开播，有利
于拓展和丰富改革的内容。”现场观看节
目的省委改革办有关负责人说。

浏阳首推
电视问政

《改革面对面》栏目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