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李先志）8月10日清晨，蓝山县湘江
源头舜水河畔， 一群飞鸟或嬉戏， 或捕
鱼， 或盘旋……这一幕幕吸引了当地不
少摄影爱好者前来摄影。 每天来舜水河
畔散步的市民龙锋说：“自从县里实施河
长制以来，我们这里的水更清了，鸟也更
多了， 在田间地头和河岸两边都可以看
到成群的白鹭和各种鸟了……”

湘江源头蓝山， 有各种水利工程
3000余处。其中，列入县级河长制管理
的重点河流共有70条， 列入县级管理的

中小型水库共有37座。 蓝山以实施湖南
省“一号重点工程”———湘江保护与治理
为抓手，全面推行河长制，成立河长制工
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由县委书记担任
第一河长，县长担任县级河长，县委、县
政府分管水利的领导担任河流河长；河
流沿线和水库属地乡镇（街道）党委书记
担任乡镇第一河长， 乡镇长担任乡镇河
长……全县共设立258名河长，并在当地
媒体公示。

同时， 建立健全了巡查和监督机
制，开展环保专项督察。今年4月起，结

合中央环保督察，对全县工业点源、禽
类养殖、 采石采矿等污染生态环境等
问题进行了专项督察， 及时把问题交
办给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办，并
下达责令停止违法通知书、 整改通知
书等各类执法文书200余份，从严从重
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
为。 对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在湘督察
期间交办给蓝山的11批13件交办件予
以全部办结，依法关闭取缔8家违法排
污企业，责令3家企业限期整改，立案
处罚2家，约谈16人，问责13人；依法关

闭取缔小化工、小冶炼、小选矿等非法
企业10家；取缔非法砂石加工场18家，
捣毁非法采砂点5处，河道非法采砂行
为得到全面遏制。

目前，蓝山境内主要河流舜水河、俊
水河县控断面100%达到二类水质标准，
钟水河出境断面100%达到三类水质标
准 ，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森林蓄积量504.3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73.22%，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
护区生态功能基本稳定，保持了“天蓝、
山清、水绿”的生态优势。

一路风光一路歌
湘潭河西
湘江风光带全线拉通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锦晟）今
天上午，湘潭市沿江风光带九华段8标段建成通车，标志
着湘潭河西湘江风光带全线拉通。在湘潭河西湘江沿线，
从九华到窑湾畅行无阻，一路风光一路歌。

作为“精美湘潭”重点项目之一，九华沿江风光带包
含道路工程、景观工程及防洪治涝工程，全长19.98公里。
第8标段全长1.3公里，连接雨湖区沿江风光带万楼段，是
九华沿江风光带连通湘潭河西风光带“最后一公里”。

记者在第8标段看到，该项目主路面、标线标志、路灯
亮化、绿化带等均已建成，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崭新亮丽
的道路。路上，已有不少车辆在行驶。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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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开建高标准康养中心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彭业忠 李孟河 陈昊）今日上

午，在吉首市红枫林场乾州景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委常委、吉首市委书记刘珍瑜宣布，湘西红枫谷康养中心
开工建设。此康养中心是湘渝鄂黔4省市边区首个正式开
建的高标准康养项目。

该康养中心由吉首华泰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自治州民族中医院，以股份制合作方式建设和管理。项
目选址于风景秀美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红枫森林公园
内，占地600余亩，建设用地242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0.4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8.6亿元；内有湘西红枫谷药用植物
园，集药用植物收集、保存、展示和栽培于一体，是我省第
一个药用植物园。

八大“老乡”项目花开汨罗
全部入驻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70亿元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克宏
李海波）8月中旬，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出现

“井喷”，共有8个大项目签约，涵盖再生资源加工、无人
机、电气、光伏发电、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总投资70亿
元。

据悉，这8个项目中，有7个是汨罗在外打拼的“老乡”
投资的，而另外一个也是由汨罗“老乡”引到家乡来的。

今年来，汨罗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展“迎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活动。根据全市产业布局，编制了项目前期管
理目录，在市场上遴选出符合条件且有合作意愿的企业，
坚持走出去上门招商、主动对接。市委书记喻文、市长朱
平波分别率队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共考
察50多位汨罗籍人士创办的企业， 并与企业签订合作意
向协议或框架协议。喻文表示，此次签约的项目与汨罗产
业发展方向高度吻合，是循环经济产业园规模持续壮大、
结构优化升级、链条不断延伸的又一重大突破。

“三分三合”强征管
桃源县国地税
合作再升级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通讯员 陈飞
宋建华）近日，桃源县国税局、地税局联
合对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公寓项目
6间门面、19套住房的价格进行核定，分
别调增销售收入127.83万元 、44.31万
元，查补税款58.5万元。这是两局“三分
三合”征管模式首次实践，也是该县国地
税合作最新成果。

“三分三合”征管模式，是桃源县国
税局、地税局为规范商品房交易税收管
理而采取的一种新举措， 共分三步。第
一步，分别巡查，发现疑点后联合核实。
通过比对国地税双方的房地产项目台
账信息和金税三期系统数据差异，记录
疑点， 两局共同约谈纳税人或实地调
查。第二步，联合核定计税依据，分别制
作税务文书。对房屋销售价格明显偏低
且无正当理由的，由两局参照同期同地
段同类房屋的销售价格共同确定，并分
别制作国地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第三
步，联合送达税务文书，分别执行，要求
纳税人在限定时间内分别向国地两税
补缴应纳的税款。

这种联合征管模式， 既防止了税款
流失，降低了执法风险，也有助于国地税
双方深度融合。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李忠华 陈海龙） 近日，邵
阳市北塔区肖家湾电灌站抽出的水经过
陈家桥乡同兴村标准水渠， 流进了村里
100多亩遭遇干旱的稻田里。望着谷穗压
弯了腰的中稻和正在茁壮生长的晚稻，
村民廖健生感慨万千：“幸亏村里水利设
施建得好， 现在全村1700多亩水稻没有
受到干旱影响。”

据了解，从7月中旬以来，北塔区持
续晴热高温，其中7月下旬累计降雨30毫

米，比历年同期均值偏少66%。大旱无大
灾，得益于该区“五小”水利建设以及水
库除险加固后抗旱能力显著提升。

北塔区农林水局局长唐念东介绍，
近5年来，该区树立科学治水理念，开展
“五小” 水利建设及水库除险加固大会
战。全区共投入2200多万元，完成11座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清淤山塘460
口，新增蓄引提水量110万立方米。水库、
山塘管理上， 除了在工程简介牌标明水
库、山塘年龄、容量、遇险标准等详细信

息外，还将乡镇和街道、村、组三级水库、
山塘管理人员名单、职责、联系电话等信
息建成电子档，把责任落实到人。

同时，北塔区大力发展低压管灌、滴
灌等灌溉自动化设施，相继建成刘黑村、
谷洲村、白泥田村、陈家桥村等5个村节
水灌溉高效农业项目。 其中陈家桥
蔬菜综合产业园内绿丛、 宜园蔬菜
基地铺设供水管道6000多米，新建
自动提水泵站、100立方米高位蓄
水池各1座，灌溉水平均利用系数达

到0.95， 解决了灌区部分配套渠系存在
的“跑冒滴漏”现象，节水功效逐渐显现。

对没有水库灌溉条件的村出现的旱
情，北塔区委、区政府组织130多人的抗
旱服务队，分成5个组，深入各村帮助抗
旱，目前旱情已得到有效缓解。

“河长制”保护湘江源头

蓝山力保天蓝山清水绿

治水节水“两手发力”

北塔区力求大旱无大灾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赵浩波）“快点， 打包的快
点，别把淮山弄断了，打包好的立即装
车……”8月16日， 双峰县青树坪镇永
祥现代农业淮山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
地里一片繁忙。此时，正是青树坪镇淮
山成熟的季节， 不少农户在基地挖淮
山、打包、装车。合作社负责人朱永祥一
边打电话和客户联系，一边指挥着。

长长的毛，疙疙瘩瘩，弯弯曲曲……
青树坪镇淮山曾因为卖相“丑”，不受市
场欢迎。近年来，却因其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受到市场青睐。朱永祥告诉记者，
青树坪镇淮山跟别的地方淮山不一样，
掰开有透亮的丝， 水煮只要7分钟就行
了，入口粉香、滑嫩、绵软。经湖南中医
药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食品营养与安全
监测中心检测，该镇淮山微量元素与营
养成分明显高于同类产品，被誉为“淮
山之王”。

为保障淮山绿色环保、 口感细腻，
青树坪镇一直采用传统方法种植，大量
使用农家肥。近年来，随着淮山在市场
走俏， 镇上组织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注

册了商标，淮山每公斤价格也由几年前
的16元涨到40元。

“青树坪镇目前淮山种植面积有
8000亩，年产1.2万吨。通过政策鼓励、
企业扶持，按现在市价来算，一亩淮山年
产值达4万至5万元。 作为当地主要经济
作物，淮山让村民们富起来了。”青树坪镇
党委书记李国庆表示， 鉴于青树坪淮山
良好的口碑和悠久的种植历史， 目前县
里正筹备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希望让青树坪淮山成为继“永丰辣酱”后
该县第二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庆林

“‘纪委书记’， 你又来检查工作
了？”8月17日， 临武县汾市镇腊水村纪
检员苏发元来到村委会办公室，一位村
民笑着跟他打招呼。

“村里要修灌溉渠道，目前已立项，
我来看看进度怎么样，是否按照程序办
事？另外，环村公路也在招投标了，应督
促村干部严格遵守纪律。”苏发元说。

在临武县农村，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如今都会有村纪检员参与。县纪
委有关负责人陈道斌介绍，针对过去对
村干部监督中存在的“短板”，在今年村
级换届中，县里延伸监督体系，在全县
各行政村设纪检员，以对村级组织进行
有效监督。

“只要是村里的事， 我都会监督到

底。”当上村纪检员，苏发元干劲十足。他
说，他是依规进行监督。村纪检员的职责
十分明确：全面参与对村级党组织、村委
会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监督； 及时向镇
纪委报告村级班子成员违纪违规行为及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县乡纪委在对村党
员干部谈话时，护
送谈话对象往返，
弥补非谈话时间
“安全空白期”。

村级换届后，
新任干部干事积极
性很高。7月上旬，
腊水村开会讨论下
半年怎么干， 确定
加快“十村连片”、
村综合服务平台、
环村公路等项目建

设。但项目建设中，也存在一些廉洁风
险，这让苏发元不放心，他建议：涉及群
众利益的每个项目的各项事务，都要及
时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该建
议当即获通过。

据了解，临武县设立村级纪检员以
来，全县209名村级纪检员已接待群众
来访1800多人次，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530起，给村委会提意见建议800多条。

张家界：
评选最美交警与司机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廖声田 宁奎）

今日，首届张家界“最美交警”“最美驾驶
人”评选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
日，最终评选出5名最美交警、10名最美驾
驶人和5名最美交警提名奖、10名最美驾
驶人提名奖。“最美交警”的评选对象为张
家界市公安机关在编在岗的交通民警；

“最美驾驶人” 评选范围为在张家界市连
续驾龄5年以上，近5年内没有交通违法行
为记分、未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客货运运
输企业驾驶人以及公交、出租车公司或机
关单位和社会驾驶人。

怀化：
确保拆迁“安置先行”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通讯员 肖鹏

向凌）怀化市鹤城区实施集体土地新征收
安置补偿政策后，建成了怀化市第一个统
规统建安置小区———金海小区。 近日，小
区居民喜分新房。近年来，鹤城区积极落
实上级有关政策，对征地拆迁户实行统规
统建、现房安置、现金安置3种安置方式，
以“规划起点高，质量标准高，建设速度
快，配套设施好”为标准，确保“安置先
行”。 已启动建设4个统规统建安置小区，
全面建成后可为安置对象提供约40万平
方米、4000套住房。

疙疙瘩瘩其貌不扬 内在品质不可貌相

丑淮山博取市场美誉

“村里的事监督到底”

新闻集装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0
12!""#$%%&&&'()*+,,+-.'(/03%451'!6#!
$%&789:;<=>?-.@2'ABCDEF
GH-.@3'IJK 456 LH-.MNOPQRS
TUVWXYM

Z[%\
!"#!$%&

!"#$ ' % ( #% )

! " #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17 日

第 2017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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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1040 593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09 173 174557

7 1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17日 第2017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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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1762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6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270042
4 13470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55
74735

1247731
7332922

51
2544
43342
249882

3000
200
10
5

0606 12 19 2911

老街巷 新面貌
8月17日， 长沙市芙蓉区藩后街， 市民从张贴着公益广告的文化墙前经过。 藩后街被称为“三湘第一官巷”， 有数百年

历史。 去年9月至今年年初， 藩后街社区对老街进行了提质改造， 设立了重现古藩后街的楼台叠密、 市井繁华的史图长廊、
呈现“二十四孝” 故事的廉孝墙， 以及“生旦净末丑” 的大型戏剧脸谱、 儿童嬉戏的铜雕小品， 古老小巷承载的人文底蕴，
如今通过社区提质提档得以还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