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金慧 陈雅）
湖南美丽产业再添生力军。昨天，中韩美
丽谷项目推进会在宁乡经开区召开。作
为目前唯一获韩国政府授权认证的保化
品行业协会———中韩美丽产业协会，将
携手宁乡经开区，打造美丽产业“硅谷”。

韩妆在中国拥有很高人气。 基于其
巨大的市场潜力， 宁乡经开区多次组团
赴韩国考察，寻求产业合作，成功推动了
中韩美丽谷项目合作。

中韩美丽谷项目总规划面积4170
亩，主要包括美丽健康园、美丽健康服务
区两大板块，重点引进韩国护肤品、洗护
品、 彩妆品及包材生产企业， 并建设医
疗、教育、运动休闲、商业和医养基地等。
中韩美丽产业协会会长张畅男表示，韩
国与湖南合作空间很大， 后期将邀请宁
乡经开区赴韩国考察， 希望借助中韩美
丽产业文化交流中心的平台优势， 为湖
南贡献一个全新的美丽健康产业集群。

“中韩美丽谷”落户宁乡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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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徐德荣 唐曦
夏建军)8月26日至27日， 衡山县第四届
乡村生态旅游节暨“梦幻西游记·浪漫花
果山”主题系列活动，在该县花果山景区
举行。上万名游客来到景区欣赏美景，并
在“浪漫花果·为爱行动”、最美紫霞仙子
选拔、 猪八戒背媳妇比赛等活动中寻找
浪漫。

花果山景区位于衡山县白果镇棠兴
村，临近岳临高速，交通便捷。景区内设
有定海神针、五指山、三打白骨精、盘丝
洞、齐天大圣府等“西游记”主题景点，去
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吸引省内外游客

慕名前来。至今年8月中旬，景区接待游
客总量突破200万人次。

去年来，衡山县力推“全民兴旅、全
业融合、全景衡山”，让旅游产业成为发
展新引擎、 新支柱。 作为该县首个按照
“4A”标准打造的旅游景区，花果山景区
大胆探索，引导市民到农村消费，发动村
民在景区创业就业，实现“幸福体验”和
“增收创效”双赢。

“工资待遇不错，公司还给买五险一
金。”棠兴村村民阳仕平高兴地说，以前
靠他一人在外打工养家， 日子过得紧巴
巴。去年9月，他应聘为花果山景区业务

主管，妻子也在景区担任保洁员，夫妻俩
一年收入有6万余元。据介绍，花果山景
区目前固定用工达50余人，还有100余名
村民从事与景区相关的工作。

旅游业蓬勃发展， 快速带动当地餐
饮、住宿等服务业发展。景区周边万合农
庄、龙形山饭庄、岳北中心宾馆等10余家
饭店、宾馆，日接待游客量均在100人
次以上，大自然、美猴王等10余家农家
小餐馆也相继涌现。 当地特色种养业
也搭上“旅游快车”，景区附近富利园
果蔬种植基地种的黑提、“葡萄鸡”等
特色农产品销售火爆。

白果镇党委书记刘衡岳介绍， 当地
有1000余户农户因景区发展而增收。景
区运营方万合旅游负责人谭灿辉表示，
花果山景区是“西游洞天”旅游区3个景
区之一，还有地道战景区、水上漂游稻田
乐园正在建设中。3个景区全部开放后，
可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乃继辉）记者今天从双峰经开区
获悉，今年1至7月，该区外贸出口呈现逆
势上扬的良好态势。 园区企业实现外贸
出口4950万美元，同比增长45%；其中加
工贸易出口3800万美元， 占娄底市出口
总量的90%。兴昂、荣诚、农友集团、劲松
机械、中南神箭、伍星生物、威嘉生物、湘
源集团等企业出口大幅增长， 成为当地
对外贸易的“尖刀连”。

双峰经开区地处湘中， 属大湘西园
区板块，长株潭城市群辐射发展区域，是
省级开发区。今年，该区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对接“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 大力打造新的通关平
台，进一步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采
取有效措施推动主导产业整体回升。双
峰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农机企业
老板， 分5批次抱团远赴印度、 泰国、老
挝、越南等10多个国家参加农机展览，并

拜访国外农机贸易商。 省贸促会多次邀
请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家官员，来园区
考察、洽谈农机出口事宜。

同时，在双峰经开区内部，深入开展
“企业帮扶”活动。从园区党政班子成员
到一般干部，分成9个组，挂点联系45家
规模企业， 着力解决企业用工、 优化环
境、对外贸易、降低成本等方面问题，并
提供800套新的公租房，优先给制鞋企业
员工入住。 园区还依托电子商务产业孵

化园，组织园区企业参加阿里巴巴、全球
速卖通、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平台培训，引
导企业通过电商开展国际贸易。

今年来，双峰经开区许多企业拓展出
口渠道，表现出色。兴昂鞋业成功引进一
批自动化裁剪设备，生产成品鞋145万双，
出口创汇1960万美元。 农友集团生产的
1000台轻装型收割机， 顺利出口印度。威
嘉生物受益于青蒿素价格探底回升，加强
与瑞士、印度的贸易，出口191万美元。

李曼斯 冯智强

“我妻子怀孕6个多月，一直在望城的卫生院做免费检
查， 以前做唐氏筛查的费用区里也给我们报销了。”8月27
日， 在长沙市望城区经开区晟通集团上班的王先生说，他
来自常德，没想到在这里打工也能享受到与长沙市民一样
的福利。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望城区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
据统计，目前该区总人口58万人，其中流动人口16万人。近
年来，区卫计局协同各部门，实行了一系列流动人口均等
化服务措施，使他们可以享受常住人口同等待遇。

“每个月都有医生上门来查血压、验血糖，现在政策好
咧！”今年68岁的刘娭毑跟随在望城区打工的儿子居住。患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她，与当地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拥有
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据了解，望城区已组织区内医疗机构，分别与区内大
型企业签订健康医疗服务协议， 为企业员工提供健康档
案、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等10项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
同时，医护团队将为这些签约企业的员工及其家人提供电
话咨询、上门服务、导诊服务等“私人订制”健康服务。预计
到今年底，签约服务将覆盖全区80%有流动人口的企业。

对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望城区还开展免费体检及“两
癌”筛查、保证婴儿幼儿早教、孕产期保健等服务。同时，与
周边区县建立区域协作机制，为流动人口办理生育服务登
记、孕产妇档册等。

望城区其他职能部门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出台系列
政策。公安派出所与计生办联合，完善“一证通”模式，实行
“一站式”管理，畅通流动人口落户手续。工商部门在办理
工商登记时，流动人口凭“流动人口免费服务证”，可进入
“绿色通道”，享受优待政策。教育部门对流动人口义务教
育阶段子女与本区户籍学生一视同仁，实行“一费制”全免
入学等。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来替儿子还贷款。”今天，衡阳县
金兰镇芙蓉村78岁的村民聂桂英撑着病弱的身子，在村支
书陪同下，蹒跚来到衡州农商银行金兰支行，替儿子还上
拖欠了20年的3万多元贷款。

聂桂英老人5个儿女均已成家， 老伴去世已有6年。大
儿子杨金楼1994年去广东打工， 此后与家中失去联系。今
年初，小儿子杨金国被检查出肺癌。为了给小儿子治病，聂
桂英和儿媳妇将家中能变卖的都变卖了。

今年6月中旬，衡阳县启动不良贷款清收工作，发现杨
金楼在信用社还有3万多元贷款没还。 这对家庭经济非常
困难的聂桂英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眼前的困难
并没有让聂桂英放弃，她决定替儿还债。

为了尽快还上贷款，聂桂英拿出了自己积攒4年多的
养老金， 又拖着瘦弱的身子， 四处奔波筹借资金；8月27
日，老人将贷款连本带息共3.9万元交到了银行工作人员
手中。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姜蔚）今天上午，岳阳市君山区政府组织召开采桑湖生态
修复方案专家评审会；采桑湖生态修复进入倒计时。专家
组认为，该方案设置规范、措施可行、指标可达，建议相关
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 施工单位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按照方案施工，接受监督。君山区副区长庞域建承诺，
尊重生态，尊重客观事实，边修复边保护。

采桑湖是君山区垦区内面积最大的自然湖泊。根据中
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和采桑湖实际情况， 君山区
委、区政府邀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监测监管站研
究员李锡泉主持，湖南蓝湖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担纲，设计
了采桑湖生态修复方案。

中科院亚热带生态农业研究所研究员谢永宏指出，生
态修复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为恢复为辅，要控制引进植
物的数量。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研究员薛萍表示，要坚持
生态效益优先，坚持保护、科学利用原则，坚持农耕修复原
则。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工程师蒋勇提出，要统筹兼顾调
蓄功能、生态功能、民生功能和可持续发展功能。岳阳市林
业局副局长李洪泽提出，要在越冬候鸟到来前，保质保量
完成方案落实工作。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
浏阳经开区企业华纳大医药公司，近
日从园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到了上市前
重要材料———“守法证明”，而公司办事
员仅在申请环节去了一次政务服务中
心。只进一张门、只跑一趟路就办好了
“守法证明”， 这让公司办事人员喜出
望外。

8月24日，浏阳经开区召开大会，讨
论并通过了加快推进“只进一张门，最多
跑一次”改革方案。首批公布67项行政
审批事项，将实现“只进一张门，最多跑
一次”。

浏阳经开区现有各类注册企业800
多家。 区党工委书记郭力夫介绍， 推行
“只进一张门，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该区
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行动。为落实《浏阳

市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施方
案》，该区充分借鉴浙江、广东等地的先
进经验，结合园区实际，制定了相关改革
实施方案，致力打造“零收费”、审批事项
最少、审批环节最简、审批时间最短的园
区政务服务新体系。

据了解， 浏阳经开区此次改革将以
商事登记、项目备案、规划建设、不动产
登记等为重点，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
向政务服务大厅所有涉企事项铺开，努
力实现全覆盖。 同时对上级授权事项进
行梳理，建立清单，简化要求，优化流程，
做到“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推进一批”。
还将全面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
动实体政务服务大厅与网上政务服务大
厅融合发展，以信息“多跑路”，换取企业
“少跑腿”“不跑腿”。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陈勇平）8月27日， 岳阳县
筻口镇潼溪小学重建工程竣工。 据了
解，该工程总投资800万元，其中500
余万元是由广东东莞展能LP53团队
53名志愿者筹集的，他们自己带头捐

款，并通过网络等发动5万余人参与。
潼溪小学有40年办学历史，年久

失修。今年3月，展能LP53团队经实地
考察，决定援建该校。团队53名志愿者
奔走呼吁，发动东莞及周边5万多名爱
心人士献爱心。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李李 记者 李秉钧 ）8月27日， 在资
兴市举办的2017年“爱心助学”教
育精准扶贫活动中， 该市贫困学生
官媛媛领到了助学金。 这次活动共
向201名贫困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

100万元， 每个学生3000至7000元
不等。

据了解， 资兴市积极发动爱心单
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开展爱心助学
活动。近3年，该市共资助贫困学生和
幼儿4400多万元。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李曼斯）8
月26日，宁乡一中22名受灾特困学生
接受了美国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爱
心资助。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出席
捐赠仪式，并颁发助学金。

今年7月，宁乡县遭受特大洪灾。美国
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得知消息，发出捐款
倡议，全力支持家乡灾后重建。其中，针对
宁乡一中特困学生的受灾情况，向该校22
名受灾特困学生共捐赠人民币68080元。

双峰经开区1至7月外贸出口同比增长45%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赵子勇

8月24日，在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洞
镇小黄司河村， 村民们有的忙着在村后
的南竹上钻孔、往竹腔内“种”酒，有的忙
着灌装“活竹酒”，酒香弥漫。

小黄司河村地处金洞管理区大山
深处，全村有南竹林4000余亩。过去，
村民们砍南竹卖原料，每根南竹售价不
到10元。 到去年底， 全村265户975人
中，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2户，贫困人
口369人。

为加快小黄司河村脱贫攻坚步伐，
今年初，对口帮扶单位永州市旅游外事
侨务局和金洞管理区引进永州竹城缘
农业开发公司， 流转该村4000余亩南
竹林，建立“活竹酒”生产基地。公司技
术员指导村民们在南竹上钻开一个小

孔，将酒注入竹腔内，与竹共生，通过南
竹腔内的活性物质分解、过滤酒中甲醇
等。一个多月后，即制作出可口的“活竹
酒”。

同时， 公司与村民们签订竹扫帚生
产订单，引导村民们把竹尾加工成扫帚。
近日，已销售竹扫帚3000把，每把售价6
元。贫困村民陈富秀说：“过去，我们做竹
扫帚自己用。现在，我每天能做30多把竹
扫帚，一天收入近200元。”村民邓秋发
高兴地对记者说：“现在， 每根南竹价值
在40元以上。”

同时，村民们在基地务工，也有不错
的收入。 贫困村民郭广生告诉记者，6月
和7月，他在基地务工，收入上万元。

金洞镇镇长周中心对记者说， 通过
提高南竹综合效益， 今年， 小黄司河村
369名贫困村民可望全部脱贫。

5万多人献爱心 潼溪小学换新颜

资兴为201名贫困大学新生发助学金

宁乡一中22名受灾特困学生获捐助

望城区流动人口
乐享“市民待遇”

衡阳年近八旬老母替儿还债

采桑湖生态修复进入倒计时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竹腔“种”酒 竹尾做扫帚———
4000余亩南竹身价倍增

8月26日，摄影爱好者在专业飞手的带领下进行无人机航拍体验。当天，由大疆创
新主办的“大疆航拍影像新视角”主题沙龙活动走进长沙，3名国内知名航拍摄影师，
分别从新疆风光摄影、 婚礼航拍和新闻纪实航拍等方面分享航拍作品及创作经验技
巧，为摄影爱好者带来一场震撼的航拍视觉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航拍影像新视角

浏阳经开区公布首批
67项行政审批事项

将实现“只进一张门，最多跑一次”

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27日

第 2017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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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1040 556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54 173 182342

0 1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27日 第201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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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3501097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1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241187
9 2121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7
64891

1279253
7964531

38
2375
47617
281417

3000
200
10
5

0207 18 23 2408

一山花开千家富
衡山“花果山”景区带动1000余户农户增收

外贸出口逆势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