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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段云行 周
俊 通讯员 李大鹏 刘明)8月8日晚， 新化
县大熊山风景区蚩尤屋场， 梅山傩戏、山
歌、武术等地道的民俗文化表演，让现场游
客享受到了一场特别的文化盛宴。 依托多
元化的旅游业态， 娄底旅游经济呈现持续
快速发展态势， 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旅游总
人数1787.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6%、26.4%。

近年来，娄底重点抓好“湘军寻古”

和“神韵梅山”两条旅游精品线路建设，
众多旅游新业态后发崛起，采摘园、乡村
民宿客栈、养生山吧、休闲农庄、婚纱摄
影等旅游基地， 成为新的旅游亮点。 其
中，梅山民俗村以垂钓、蜡像观光为主题
的休闲游和梅山文化体验游火爆。 曾国
藩故里研学修行游、 紫鹊界梯田的耕读
亲子游、双峰香山旅游区的乡村体验游，
以及稻田公园、汽车越野、乡村酒吧等专
项旅游备受青睐。新化县、涟源市还被确

定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县市。
娄底加大旅游品牌建设， 双峰县荷

叶镇、 冷水江市铎山镇已成功申报为湖
湘风情文化小镇； 全市近年包装旅游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27个， 推出了大龙山健
康养老旅游度假区、 梅山古镇和波月洞
西游文化园等PPP项目； 正在积极推进
水府庙、孙水河风光带、娄底大道马拉松
赛道、 足球特色小镇及中心城区提质扩
容、 水府庙至曾国藩故居全域旅游景观

大道等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为拓展旅游业态， 激活旅游资源，娄

底实行重点旅游项目由市、县主要负责人
挂点联系和考核制度，将旅游业绩效考核
分值由10分提高到30分；出台“促进旅游
业发展专项奖励”等政策，逐年加大旅游
引导资金投入；加大旅游产业包装和文化
内涵挖掘， 提升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服
务，形成了一批主题鲜明、交通便利、服务
完备、环境优美、吸引力强的旅游品牌。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罗雅琴 姚学文
吴军)人生病了，一个电话，家庭医生就能
上门，这是很多人梦想的场景。 如今在长
沙市雨花区， 这样的场景正逐渐成为现
实。 今天， 该区举行的家庭医生社区工
作室建设暨基本公卫宣传月活动上，又有
一批重点群众现场与家庭医生进行签约。

早在2015年， 雨花区便探索设立了
全省第一个家庭医生社区工作室， 尝试
解决居民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经过前期的摸索和试点， 该区在此基础
上， 开始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社区工作室
“5·20爱心服务模式”。

何为“5·20爱心服务模式”？ 即：区
财政投入专项经费， 由具备条件的社区
居委会免费提供业务用房， 新建20个家
庭医生社区工作室， 在每月逢5的日子，
派出家庭医生团队， 对5类重点人群(65
岁及以上老年人、0岁至6岁儿童、 孕产
妇、高血压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分别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
雨花区卫计局局长周宏伟介绍，雨

花区财政今年投入80万元专项经费，新
建了20个家庭医生社区工作室。目前，雨
花区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达20.5万，签
约率为25%，

该区的家庭医生社区工作室由
政府买单，规范化建设，通过签约和
预约服务形式，为社区家庭成员提供
安全、有效、连续的基本卫生服务。无

处不在、体贴入微的家庭医生，得到了雨
花区群众的交口称赞：“在家门口就可看
病就诊，而且检查免费，大大方便了广大
群众。 ”

8年未见“瘦肉精”
长沙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王茜 夏叶 ） 手机对着“二维
码” 轻轻一“扫”， 只需2秒钟， 便可获得肉食品的产地、
检疫合格等信息。 今天， 在长沙市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微信扫码“马拉松” 活动现场， 2万名市民观看并参与扫码
转发。

作为长沙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的“第一站”， 《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 微信扫码“马拉松” 活动以长沙动监微
信公众号为载体， 广大消费者通过微信扫码， 了解所要购
买的肉食品的产地、 检疫合格等信息， 然后再通过“马拉
松式” 的转发让更多的人知晓扫码查证。

2016年底， 长沙就全面实现电子出具 《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 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自此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通过出证管理系统， 随时在线了解掌握全市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的动物检疫和电子出证开展情况， 按照证明编号、 货
主姓名等10余种查询信息进行问题追踪查询和数据统计分
析， 实现产地检疫可追溯。

近年来， 长沙严格落实“从农田到餐桌” 全程监管，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每年经常性开展各类
监管执法行动，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超过50万批
次， 全市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超过99%。 至目前， 市动物卫
生监督部门今年先后开展大中型联合执法行动70起， 查办
相关违法违规案件340余起。 生猪定点屠宰检疫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19.2%， “瘦肉精” 检出率连续8年保持为零。

公谊救护队援华图片展出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金慧 曹馨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 今天上午，“共同的记忆·永恒的友
谊”———公谊救护队援华图片展在长沙市政府大厅启动，为
期10天。

公谊救护队是一支特殊的国际志愿者队伍， 成立于
1914年，由反战反暴力者自愿组成，对全球的战争受害者开
展救援。 中国百姓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被西方媒体报
道，获悉后公谊救护队与中国医疗卫生当局协调，向四川地
区提供救护车、 外科手术设备以及相关人员。 据统计，从
1942年到1946年，中国8成以上的外来医疗物资配给工作都
是由公谊救护队承担。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平民诊所、修建
新医疗中心、翻新年久失修的医院，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提
供医疗救助。 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公谊救护队队员翻越
海拔2000多米的那加丘陵，用担架抬着伤病员走完全程，挽
救了114条珍贵的生命。

“长沙是第一站，希望通过图片展，呼吁和平，远离战
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员杨武介绍，所有珍贵
的图片及视频资料由英国健在的中国救护队成员及其后代
提供，其中诸多图片为国内首次展出。

�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李金山） 今天， 总投资100
亿元的衡阳梦东方旅游项目， 在衡南
县云集镇车江片区金盘村开工建设。

天洋控股集团兼梦东方集团总裁周
政介绍，该项目以湖湘文化为核心，结合
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 打造一个集文化

小镇、科技小镇、森林小镇、农耕小镇和5
个主题公园于一体的综合型国际旅游项
目，形成衡阳“北有衡山、南有梦东方”的
旅游新格局， 使衡阳成为中部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旅游城市之一。

据了解， 衡阳梦东方旅游项目先期
开发的文化小镇包括梦里故湘文化古

镇、 梦幻乐园、 星级酒店、 国际学校、
相关市政配套、 生态绿化、 人工生态水
利湖区等； 后期开发森林小镇和农耕小
镇以及奇幻水上世界、 鹿精灵动物王
国、 农耕体验园、 现代体育公园等。 衡
南县委书记杨洪峰介绍， 该项目是去年
衡阳经济发展论坛现场签约的65个重大
项目之一， 项目一期计划投资70亿元，
规划用地5125亩， 将力争在2018年国
庆节前完工。

旅游业态多元化

总投资100亿元

衡阳梦东方旅游项目开工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嫘 邹本来 ）“最近茯苓怎么
样？ ”“正在大量采挖，品质不错。 ”8月10
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茯苓专业协会
会长王先有通过手机联系在南非的茯苓
种植户，询问茯苓生长情况。

2015年， 福建药材种植商选中茯苓
纯菌丝种“湘靖28号”，漂洋过海带到非
洲。“湘靖28号”由王先有牵头研发，曾搭

载上“神舟十号”进行太空育种，环境适
应性较强。

非洲气温较高，在靖州生长期为1年
的靖州茯苓， 在非洲9个月就能成熟采
挖。试种当年，靖州茯苓在马达加斯加大
获成功。 去年， 靖州茯苓又被推广至南
非。2个国家共种植茯苓200万窖，鲜茯苓
年产量达5000吨。 今年，药材商继续扩
大种植规模， 至7月底已种植茯苓菌种

500万袋， 预计今年鲜茯苓产量将超过1
万吨。

近年来， 靖州高度重视茯苓产业发
展，积极建设中国茯苓科技产业园、菌种
选育研发中心、国际茯苓交易定价中心和
茯苓产品初加工基地、 茯苓产品出口基
地、茯苓生物医药食品研发生产基地。 同
时，突出基地、园区、市场、科研4大平台建
设，大力开展菌种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
龙头企业培育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目前，
靖州已成为全国最大茯苓集散地、茯苓加
工及出口基地、茯苓菌种供应和技术推广
中心以及茯苓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区域。

靖州茯苓撒种非洲
预计今年鲜茯苓产量将超过1万吨

林木在生长
林农有补偿

保靖生态补偿脱贫工程
惠及6.3万户林农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杨元
崇 通讯员 彭司进 田春 ）“现在国家
政策好， 林木在山上长， 我也有补
偿。” 8月10日， 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
民吴绍龙告诉记者， 在前不久的生态
公益林林农补偿资金发放中， 他领到
了681元补偿款。

保靖县有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面
积112.3万亩，占林地面积的54.6%。 今
年， 该县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全部纳
入中央财政和省财政生态公益林补偿
基金实施项目， 其中国家级重点公益
林97.9万亩， 省级重点公益林14.4万
亩，生态公益林补偿惠及12个乡镇160
个行政村6.3万农户24.5万农村群众。

各乡镇按照 《湖南省生态公益林
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将款项直拨到
林农的“一卡通” 直补账户中。 保靖
县年度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按照国有
公益林12.75元/亩， 集体和个人所有
的国家级、 省级公益林14.50元/亩的
标准， 足额发放， 全县省级以上公益
林管理工作实现管护面积到户率和资
金补偿到位率两个100%。

生态公益林林农补偿资金是保靖
县生态补偿脱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该县将生态补偿脱贫工程作为精
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扎实推进， 设立
护林员，实施生态保护工程造林、生态
休闲旅游村庄建设、 发展生产脱贫及
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等项目。 其中，
2016年10月以来， 发放护林员工资
353多万元， 带动1956名贫困人口脱
贫。

传统产品
助推扶贫

8月10日，双峰县永
丰镇檀金村， 农户在加
工辣酱。 该县永丰辣酱
有300多年的制作历史，
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今年以来，
该县探索“协会+公司+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的模式， 实施辣椒产业
扶贫， 带动贫困户增收
脱贫。 乃继辉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10日

第 2017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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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 1040 921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81 173 256213

3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10日 第2017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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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6271292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9
二等奖 23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290308
10 5946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59
103680
1691934
9999861

84
3820
64300
378730

3000
200
10
5

1208 15 22 2709

娄 底
上半年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6.4%

“5·20爱心服务模式”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家庭医生成趋势雨花区

曾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提供医疗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