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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龚柏威 通讯员 胡建根）8月中旬， 南县
两家企业申报的10个农产品绿色食品认
证，经省绿色食品办组织现场检查、环境
评估、产品抽样检测和材料预审，已报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批。 这标志着
该县农业产业向绿色生态转型又迈进了
一步。

南县是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近
两年来，该县通过政府发动、项目促动、
企业带动、市场拉动、农户联动，筹集资
金6.08亿元， 发展生态农业。 构建起县、

乡、村、户四级农技推广网络，形成了立
体种养型、庭院种养型、农林牧复合型、
农牧渔复合型和种养加贸复合型等5大
生态农业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县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32.3亿元， 同比增长
3.4%，增速居益阳市第一。

南县精英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共有
2.5万亩水稻，“一季稻两季虾”，一亩田年
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稻虾共生” 属立
体生态农业模式中的一项，虾为稻除草、
松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荫、避害，稻
田不用化肥、农药，生产出生态、优质小

龙虾和稻谷。全县低洼稻田“稻虾共生”
已发展到30万亩，去年产值突破12亿元。

南县浪拔湖镇荣福村有100余户开
发庭院生态农业，利用房前屋后、空坪隙
地，种植瓜果、苗木，喂养土鸡、土猪。他
们用人畜粪便开发沼气能源， 以沼肥促
种养业发展，又以种植为猪、鸡提供饲
料，形成良性循环。目前，全县参与发展
庭院生态农业的农户有近8万户。

佳美食品公司在南县乌嘴镇建立畜
禽生态养殖基地， 开发生产“湘北王”牌
猪、牛、驴、羊等系列腊味食品，远销上海

及东北市场。 因为一批龙头企业构建了稳
定的产、加、销体系，全县粮食、油菜、苎麻、
蔬菜、畜禽等实现了产地加工增值。

据南县农业局统计，目前，全县农产品
标准化种植面积已达58万亩，已通过无公
害、绿色、有机认证的农产品达54个。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米承实 张益和 ）“10亩高山葡萄8
亩挂果，卖个4万元不成问题。”8月22日，
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溪台村贫困户李满
成，与村里葡萄酒厂签订了协议，他种的
葡萄以每公斤4元的保底价卖给酒厂。高
山葡萄是溪台村“一村一品”特色扶贫产
业， 该村70余户贫困户种植葡萄400多
亩，预计今年户均增收近3万元。

脱贫致富，关键靠产业。近年来，辰溪
县因地制宜，将产业扶贫项目分为省重点
扶贫产业项目、 县骨干扶贫产业项目、“一
村一品”特色扶贫产业项目和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项目4类，形成“四位一体”格局，
覆盖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产业扶贫
精准到村到户。并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对市
场前景好的油茶、蛋鸡、蔬菜、稻花鱼、黑木
耳、黄颡鱼、生猪、优质水果等进行重点扶

持， 打造农民脱贫致富支柱产业。“一村一
品”特色扶贫产业和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
立足当地资源特色，由贫困户自主选择，县
财政给予资金扶持。 同时， 坚持“四跟四
走”， 每个贫困村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模式培育发展扶贫产业，做到产业全覆
盖，帮助贫困户增收。

“四位一体”全覆盖，“四跟四走”摘
穷帽。目前，辰溪县已形成稻花鱼、黑木

耳、黑猪等7大扶贫支柱产业。孝坪镇洞
潭村的冬桃、 大水田乡鸬鹚村的罗汉果
等40余个贫困村的“一村一品” 特色产
业，也已初具规模。今年，全县放养稻花
鱼11万亩。 其中2752户贫困户放养稻花
鱼9683亩， 预计可产鱼40万公斤、 收入
1600万元。依托扶贫产业，今年全县有35
个贫困村将摘帽退出，13933名贫困人口
可望甩掉穷帽。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欧阳倩）今天上午，长沙市芙蓉
区“魅力芙蓉·城市双修”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动工，开启该区社区全面提质投资模式新探索。

去年，长沙启动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年行动，目前首
批115个社区已完成改造。相对于以往由政府财政兜底的
做法，芙蓉区此次采取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对61个社
区进行全面提质。

芙蓉区PPP项目涉及10个街道，总投资约30亿元，覆
盖该区浏阳河以西所有社区。这也是该区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旧城改造。 项目参照杭州G20社区改造标准，通
过引进现代社区、海绵城区等先进设计理念，按照社区提
质10年不落后要求建设。建设内容包括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景观改造等。项目分两年两批次进行，首批提质24个社
区，预计2018年底全面完成。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今天从湖南湘
江新区管委会获悉，为全面推进梅溪湖国际新城片区提质
改造，新区管委会联合长沙市岳麓区政府，正式启动梅溪
湖片区城市“斑点”整治工作。

据介绍， 此次整治工作将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通
过市民和网友的眼睛、镜头，一起来“找茬”，以祛除梅溪湖
周边存在的城市“斑点”，打造“精致精美、宜居宜业”的高
品质城区。

这次整治的城市“斑点”，包括公共设施设备破损、绿
化植被损坏、垃圾杂物乱堆乱放、机动车辆违法乱停等。即
日起，市民和网友可将发现的城市“斑点”随手拍照，配上
简单描述、发现地点等，发送至“湖南湘江新区”“指尖岳
麓”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将对整治情况进行反馈。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胡江勇） 离地面1.3米处胸径达
19.1厘米，围径57.5厘米，高约20米。这
是8月25日， 记者在会同县金竹镇楼脚
村看到的一株“竹王”。

这株“竹王”生长在半山冲，青翠欲
滴。“考虑到今后旅游产业发展，为保护
这根‘巨型’南竹，村里花500元把它从
村民手中买下，好好保护起来。”楼脚村
党支部书记梁有军介绍，一般南竹胸径
约10厘米、围径在30厘米左右，这根南
竹比普通南竹接近大一倍。这根巨型南
竹是今年3月长出来的， 围径还有进一
步生长发育的潜力。

据悉，会同县金竹镇南竹林面积达
5.5万亩，被誉为“南竹之乡”，国家林业
部在上世纪90年代，曾将该镇坡脚村一
株围径达53.4厘米的竹子命名为“竹
王”。近年来，各级林业部门在金竹镇南
竹基地进行南竹材用和笋用丰产试验，
获得省林业厅科技进步奖。金竹镇南竹
基地采取“砍杂除蔸、全垦深挖、撩壕施
肥、蓄笋养竹、调整结构、防治虫害”的
改造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王俊）近日，“欢乐潇湘”常德市
群众文艺演出“经投杯”百团大赛决赛第
十九场，在该市天源鑫座文化广场举行。
草坪演艺集团参演的花鼓小戏《同心桥》
以扶贫模范王新法为原型， 讲述王新法
在石门修路架桥、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故事，内容生动，情景感人，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喝彩。

草坪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全镇共有37个艺术团体，演职人员
达700多人。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 把廉政宣传融入百姓生活，自
编、自导、自演多个脍炙人口的廉政花

鼓小戏、常德丝弦、小品等，其中《餐厅
风波》《枕头风》《毒品》等20多个节目，
较好地诠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内容，弘扬
了社会正能量。脍炙人口的语言、丰富
的艺术表现形式， 深受群众喜爱，100
多场廉政文艺表演共吸引观众2万多
人。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张磊)8月24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宣布推出“夫妻同游武
陵源”“婚恋旅拍”两大七夕节主题活动，邀各地游客携爱
人或恋人在武陵源峰林山水间共享情深意长。

据了解，8月28日，七夕节当天，夫妻二人只需凭结婚
证和本人身份证，即可在武陵源吴家峪门票站广场参与幸
运转盘抽奖活动，凡中奖的夫妻可获赠武陵源核心景区大
门票2张，可在4天内无限次游览绝美的张家界峰林景观。

同时，武陵源区将同步开启“最美爱情故事”网络征集
评选活动，选出7对夫妻或情侣参与“浪漫七夕节·情满武
陵源”婚恋旅拍，最终评出一对“最美情侣”，为武陵源爱情
景区代言。

此次七夕节主题活动是第二届中国张家界民俗文化
活动月重要内容之一。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彭婷 刘澜)8月25日，湘潭高新区时
变半导体项目一期开工建设，“智造谷”里
又添一家新企业。这是一家致力于打造未
来射频和无线通讯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
投产后将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时变半导体项目由湖南时变通讯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项目规划总投资
15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建筑面积1.3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底完工并投产；二期
计划于2018年初开工， 建成后可吸纳
1000余人就业。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金慧）经过一
年培育，今天下午，长沙市民政局联合广
东省社工协会，对考核合格的10名社工
督导颁发结业证书。今后，这些社工督导
将为一线初级社会工作人员、 实习学生
及志愿者等， 定期、 持续进行监督和指
导，传授专业服务知识和技术，以增进其
专业技巧，确保服务质量。

近年来， 长沙社工服务领域不断扩
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至今年7月，全市
共有持证社工近4000人， 亟须加强督
导。为此，长沙市民政局联合广东省社工
协会， 于2015年启动督导团队建设项
目，从全市选拔具备一定基础的社工，对
他们进行了集中培训。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通讯员 程文
科 记者 肖洋桂）常德市安监局、财政局
近日联合下发“安全生产举报受理、处置
和奖励办法的通知”，对举报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违章违规行为等，经查实，给予
举报人100元至3万元不等的奖励。

常德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为举报承办机构，设置了“12350”举报
电话，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常德市安
监局把举报投诉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
产经营行为统一起来， 对核查属实的举
报事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确保群众反
映的问题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李曼斯 刘
莎）今天，共青团长沙市岳麓区委员会举
行2017年“抗洪救灾·爱心圆梦”行动助
学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助学金25.4万元，
帮扶家庭贫困学生85名，其中45名为家
庭困难的大学新生、40名是家里受洪灾
影响的中小学生。

据了解，“抗洪救灾·爱心圆梦”行动
自今年7月开展以来，共青团岳麓区委员
会组织志愿者入户走访， 确定了85名资
助对象。

会同发现
巨型南竹

草坪镇廉政文艺节目受欢迎
表演100多场，观众2万多人

通讯员 彭展 易龙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师傅，您辛苦了！我们是‘简朴生活’
公益团队的志愿者。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意，请收下。”8月20日下午3时许，身披“巴
陵石化志愿者”红马甲的志愿者，将一个
个装着饮料和矿泉水的塑料袋，送到正在
清扫社区主干道的环卫工人手中。

这是继8月2日和11日后，“简朴生
活”公益团队志愿者第3次走上巴陵石化
社区及岳阳市云溪区街头， 为烈日下辛
劳的环卫工人送“清凉”。

去年8月18日，“简朴生活”公益团队
成立。目前，在50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团
队里，有超过半数是巴陵石化在职、退休

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 日常管理人员大
部分是巴陵石化志愿者。“有空就做志愿
者”，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习惯。“蓝色石
化工装+志愿者红马甲”， 也成为巴陵石
化城里一抹亮丽的风景。

今年3月16日，“简朴生活”公益团队
策划开展“善行云溪 大爱巴陵”公益拍
卖活动。志愿者将拍卖和募捐的45248元
善款补齐至46000元， 平分成10个大礼
包，赠送给10名孤儿。

炎炎烈日下，“简朴生活” 的志愿者
还齐心协力帮扶一名先天独肾、 肾衰的
14岁女孩小蒋。

小蒋今年确诊为肾衰竭，每周需进行
两次4小时左右的血液透析。如果实施肾脏

移植手术，加上后期治疗，费用巨大。小蒋
的家人一直靠向亲戚朋友借款为她治病。
得知小蒋家的境遇后，“简朴生活” 公益团
队从5月份开始，策划对小蒋的帮助。

在实地走访后，“简朴生活” 公益团
队分别于7月3日和19日两次组织内部义
卖活动。他们将筹集的4000元爱心款，全
部送到小蒋的手上。 在两次前往医院探
望小蒋的18名志愿者中， 有近半数是刚
下班的巴陵石化员工。

据不完全统计，刚满周岁的“简朴生
活”公益团队，一年来先后策划开展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超过20次，有逾1000人次
参与。众多巴陵石化志愿者的自发行动，
为这座石化城增加了几许温馨。

“有空就做志愿者”

新闻集装

湘潭：
“智造谷”里又添丁

长沙：
10名社工督导结业上岗

常德：
安全生产举报最高奖3万

岳麓区：
85名贫困学生受资助

采取PPP模式，
参照杭州G20社区改造标准
芙蓉区提质61个社区

市民“找茬” 城市祛“斑”
湖南湘江新区开展“斑点”整治

武陵源
推出旅游“爱情套餐”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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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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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8月25日 第2017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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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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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25日

第 2017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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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1040 641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52 173 164696

5 89

生态农业绿意浓南县

扶贫产业全覆盖辰溪

� � � � 会同县金竹镇楼脚村发现1株“巨
型”南竹。（资料图片） 胡江勇 摄

今年全县有35个贫困村将摘帽退出

农产品标准化种植面积58万亩，54个农产品通过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