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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周晓鹏 周磊）“县领导来深圳，介
绍家乡发展和招商引资新政策， 我当时
就萌发了回乡投资的想法。 ”近日，深圳
联合创信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志刚告
诉记者， 其公司已与溆浦红花园工业园
签订投资协议，正式入驻园区，开发新型
照明项目。

近年来，溆浦县委、县政府“筑巢引
凤”，在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积极对接湘商会，并把“溆商”作为重
点开展招商引资。建立仅3年的县工业集
中区红花园工业园已有30多家企业安家
落户，其中三分之二是“溆商”返乡投资
项目。

为吸引在外创业能人返乡投资创
业， 溆浦县出台了招商引资暨鼓励社会
投资优惠政策，组织招商小分队赴沿海，
联络各地湘商，介绍投资优势和政策，推
荐投资项目。 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还从

园区用地、 厂房租赁等方面推出优惠政
策，并全力做好服务工作，鼓励和引导老
乡回乡投资创业。

家乡情浓，政策给力，一大批精英回
流。 溆浦县卢峰镇红花园村人舒孝满是
广东东莞航硕体育用品公司负责人，率
先回乡，签约入驻园区，创办了航硕体育
用品溆浦分公司，为意大利、英国等地客
户生产足球、排球、橄榄球。 湖南益能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本剑也是返乡

创业的“老乡”，得益于园区的优惠政策
和优质服务， 企业在污泥干化处理系统
工程设备研发、 生产和销售方面突飞猛
进，产品畅销越南、丹麦等国市场，跨入
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一期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全部用
完。 ”红花园工业园负责人刘小兵介绍，
目前，园区正在加快二期工程建设，标准
厂房、仓储物流中心、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紧张施工中。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郭剑锋）近日，益阳市今年定向引
进的82名高层次(紧缺)人才被分配到全
市各区（县、市)乡镇（街道、园区），实践
锻炼两年。 这是益阳市继2015年、2016
年后， 连续第三年将引进人才放到基层
实践锻炼。

据了解，益阳市坚持基层导向，在服
务群众最前沿培养人才、精准育才。 近3
年来，先后有215名高层次(紧缺)人才到
基层锻炼，在一线成长。 最近，30多名在
2015年去基层实践锻炼的定向引进人才

两年期满，通过考核和竞争性选拔，即将
走上副科级领导岗位。

为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强化经济发
展人才支撑，从2014年起，益阳市面向全
国114所“985”“211”院校和省内重点高
校，定向引进工业经济、电子商务、金融
证券等领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人才。为了使引进的人才育得好、用得
上，从2015年起，该市有计划地选派市直
单位定向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到全市
中心工作、 重点项目建设一线以及乡镇
（街道）、工业园区等基层岗位实践锻炼，

任村支书（村主任）助理或重点建设项目
经理助理，让其在基层经历风雨、磨练品
质、培养情怀。 同时，制订实践锻炼管理
办法，由市直各派出单位、区（县、市)组
织部门和人才锻炼接受单位协同做好管
理与考核工作，提高实践锻炼成效。

基层锻炼接地气， 让引进人才在实
践中增长才干。 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生
张雪姣2015年到桃江县修山镇修山村担
任村主任助理，两年来，在镇党委指导和
村委会支持下， 她利用互联网搭建平台
推动党建，使在外打工的党员“离乡不离

家， 流动不流失”。 今年7月抗洪救灾期
间， 她通过修山镇政务微信公众号及时
发布雨势灾情， 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和重
视。她说，基层锻炼使她增强了处理实际
问题的能力。

张家界16个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
投资总金额265.88亿元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廖声田 田育才）9月21日，张家界
市举行今年第三次重大招商项目签约仪式， 共签约项目16
个，签约投资总金额265.88亿元，涵盖健康养生、生态旅游、
现代农业、高端航空项目合作等多个领域。

此次签约项目中，张家界市高铁新区项目总投资100亿
元，将建设以会展、酒店、购物中心为主要内容的宁邦国际广
场项目； 雪松·张家界武陵源旅游小镇项目总投资50亿元，
将融入探险、娱乐、客栈等元素；恒松张家界高端航空产业基
地项目总投资30亿元，拟以中外合资基金合作方式，建立公
务机制造产业基地； 桑植县樱花旅游小镇项目总投资30亿
元，将打造一个以白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精品小镇。

今年来，张家界大力实施“对标提质 旅游强市”发展战
略，全力以赴抓项目、补短板。 截至目前，累计签约重点项目
39个，签约金额519.39亿元。

江华获评首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9月21
日上午， 在浙江安吉召开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场推进会上，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龙飞凤代表52万江华人民在会
上捧回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牌子。 这是该县继2011
年获得全国文明县城的国家级荣誉后，又一次荣获文明建设国
家级荣誉。 这次评选由国家环保部组织，全国共有46个县(区、
市)获评，江华是湖南省唯一获评县。

近年来，江华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保护湘江源头的重任。全县60个单位被
评为“市级园林式单位”，16个单位被评为“省级园林式单位”，成
功创建了省级“园林县城”，14个乡镇获得国家级生态乡镇称号。

“气化邵阳”工程首期2条管线贯通
双清区、大祥区、邵阳县、邵东县年内可用上
管输天然气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邹振中 邱文
丽)9月20日，在邵阳市—邵阳县输气管道工程线路邵阳县末站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湖南省天然气管网
有限公司湘中项目部经理李文力介绍，目前，“气化邵阳”工程
邵阳市—邵阳县、 邵阳市—邵东县天然气输气管道已全线贯
通，年内沿线4县（区）居民可用上管输天然气。

2015年6月30日，“气化湖南”在邵阳市的首个工程邵阳
市—邵阳县输气管道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管道全长约58.1
公里，设有2个站场、3个分输阀室，沿线经过邵阳市双清区、
大祥区和邵阳县。 之后，邵阳市—邵东县输气管道工程也开
工建设，沿线经过双清区和邵东县2个县（区），总长17.2公
里。 全线设置站场1座和线路截断阀室1座。

“气化邵阳”工程是邵阳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大社会
发展工程”之一，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指数、营造绿色环保家
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助推邵阳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
要意义。 该工程共规划建设5条支线，即邵阳市—邵东、邵阳
市—邵阳县、邵阳市—隆回—洞口—武冈—新宁、武冈—城
步和武冈—绥宁，全长396公里，总投资25亿元。 李文力介
绍，邵阳市首站—邵阳县末站、邵阳市首站—邵东县末站输
气管道工程目前已具备管道通气条件。

首届服饰业湘商大会
在株洲举行

签约50亿元大单并成立
湖南湘籍服饰企业家联盟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凌春舜）今天，首届服饰业湘商
大会在株洲举行，300余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湘籍服饰企业家代表汇聚株洲，共
叙湘情，共谋发展。 10个产业项目在大
会现场签约，合同金额达50亿元，并成
立了湖南湘籍服饰企业家联盟和株洲
巿纺织工业联合会。

“首届服饰业湘商大会”作为即将
在株洲开幕的“2017湖南服饰产业博
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丰硕。包括
为株洲服饰产业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务
的“面辅料产业园”以及集合牛仔服设
计、生产等为一体的“牛仔小镇”等10
个产业合作项目在大会中正式签约落
户株洲。

此外，在首届服饰业湘商大会上还
成立了“株洲市纺织工业联合会”。大会
还发出倡议，号召成立专门的服饰产业
行业性组织，将湘籍服饰企业家们拧成
一股绳，协同发力，共谋发展。倡议得到
了与会湘籍企业家们的大力支持。大会
现场，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中纺联会
会长孙瑞哲分别为“湘籍服饰企业家联
盟”和“株洲巿纺织工业联合会”授牌，
标志着两个协会组织的正式成立。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肖洋桂）

9月21日，常德市举行“亲亲常德 浪漫之
旅”旅游推介会，来自省内外特邀嘉宾、
投资商、旅行商、媒体记者共500余人参
加推介活动。当天，常德市政府与多方签
订协议，一年内，常德将新增50万人次的
旅游客流。

推介会首次将3D全息投影技术手
段运用到了旅游线路和产品的推介中，

运用360度幻影成像技术，让嘉宾能身临
其境地“被带入式地”感受美丽常德。 3D
全息投影推介旅游的形式， 开创了我省
旅游推介的先河。 当天还举行了常德市
人民政府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同程旅
游集团的签约仪式， 后两者将利用各自
资源和渠道优势，宣传推广“亲亲常德”，
为常德带来约50万人次的客流。

近年来， 常德市大力实施文化旅游

战略性产业行动计划，一大批城市休闲旅
游产品面世，涌现出了“心灵的故乡———
桃花源”“城池之母———城头山”“中国城
市第一湖———柳叶湖”“乡愁的记忆———
常德河街”“中德友好见证———德国风情
街”等一系列旅游精品，常德旅游的颜值
初显。与此同时，一条最接地气的旅游精
品线路， 一系列极有温度的主题旅游产
品也已形成。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他是‘80后’创客，大家致富的带头
人。 ”这是周边一些人对刘佐的评价。

9月21日，在位于娄底市娄星区水洞
底镇的湖南春晨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盆栽蔬菜大棚里， 公司负责人刘佐一
件运动衫、一条沙滩裤、一双运动鞋，让
人很难将他与这些头衔扯到一块。

2009年大学毕业，抱着到农村历练
的心态， 刘佐来到水洞底镇新禾村当起
了村干部。面对艰苦环境和琐碎工作，他
不但没有“逃离”，反而爱上了这里。在村
干部岗位上，一干就是6年。“我是从农村
走出来的，对农村有着一种执念，算是自
我回归吧！ ”刘佐如是说。

多年扎根基层， 刘佐成了地地道道
的水洞底人。 2010年，他带领村民种朝
天椒，带活了当地农业，成为当年娄底唯
一一个获得省委组织部授予的“创业富
民之星”称号的大学生村干部。

有了成功经验， 刘佐坚定了留在农
村发展产业的想法。2014年，他的任期快

要结束时， 他与几名大学生村干部流转
土地近300亩，成立了春晨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刘佐说：“我把家里留给我装修
新房的钱全投了进去，还借了30万元，想
在水洞底干一番事业。 ”

但创业过程并不乐观。 刘佐告诉记
者：“刚开始根本没有利润， 连工资都发
不出，自己还要不断往里面垫钱。 ”不到
一年，7个合伙人，只剩下3个。

面对挫折， 刘佐表现出与同龄人不
一样的韧劲， 对于农村创业有着莫名的
执着。2016年1月，刘佐引进“台湾有机蔬
菜智造工厂”，产品产量高、绿色生态，但
事与愿违， 新潮的农业理念遭遇水土不
服， 或者说当时大家还没有接受这种新
产品，市场不买账。 3个合伙人，最后只剩
下刘佐1个。

“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反思一个多
月后，我到山东、江苏考察学习，发现了一
个新的方向———盆栽有机蔬菜。 这是一种
成本可控、绿色生态，可现场采摘、可观赏
的蔬菜。 ”2016年9月，刘佐与朋友曲明福
合伙，在长沙县春华镇成立“亿成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盆栽有机蔬菜。
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 刘佐在种

植的同时，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每天往返
各地，挨家挨户推销。刘佐介绍：“主要向
品牌餐饮店推销，开始是免费试吃，到后
来买一送一，让消费者逐渐接受。当时每
天纯亏上千元，烧钱烧得慌。 ”

付出总有回报， 盆栽蔬菜逐渐被人
们所接受，并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日
均销量迅速攀升至300多盆。

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今年3月，刘
佐又回到水洞底镇，与表弟成立湖南春晨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盆栽蔬菜大
棚，带动当地村民致富。 通过流转土地，吸
引60余户农民入股。目前解决了10户贫困
户就业，每户每年可增收21600元。

同时，刘佐把已建好的50多个大棚，
全部承包给贫困户。贫困户只需生产，公
司提供原材料、技术并全部回收。他算了
一笔账：“一个大棚可以放1000盆菜，成
本全部由我提供， 承包者每盆收益3元，
一茬菜就可以净赚3000元。 ”

建立盆栽蔬菜基地仅仅是一个开
始。刘佐计划在河边建一批温室大棚，以
此为基础，发展餐饮、旅游、观光、体验农
业，带领更多乡亲们脱贫致富。

溆浦抓实环保突出问题整治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看到河

砂市场价格飞涨，非法采砂人员又看到了“商机”，于是悄悄办
起了采砂场。 9月19日，在溆浦县葛竹坪镇，一艘非法采砂船及
23个非法采砂点被县水政监察大队执法人员逮个正着。

执法人员依法拆除了23个非法采砂点所有抽砂洗砂设
备，并封阻了进出砂场的道路。 执法人员蒋光跃说，水政监
察部门将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坚决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行为，为全县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自今年4月开展环保突出问题整治行动以来，溆浦县坚
决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 先后出台了环保综合监管20条规
定（试行）、生态环保工作责任“七个一律”、加强环保督察整
治突出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联乡县级
领导带头落实中央、省及怀化市环保督察交办件，县直部门
加强联合执法，对所有信访线索展开督查督办，做到立行立
改，全力以赴把环保督办问题抓实抓好。

今年4月以来，溆浦县已整改石材企业8家，关停煤矸石
企业18家，拆除非法砖瓦窑66家，停业整顿采砂场16家，捣
毁非法采砂点35处，搬迁不合理养猪场20个。

将理论寓于鲜活故事中

长沙创新理论宣讲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罗雅琴)高深

的理论宣讲如何才能“接地气”？ 9月19
日，“好声音”群众宣讲团走进长沙市开
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把“高大
上”的理论与鲜活的故事相结合，变成
了群众爱听的“好声音”。

来自长沙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谢彬讲述了11年与社区为伴， 与家长
里短为伍的经历。 谢彬说，和大多数初出
茅庐的年轻人一样， 刚从学校毕业的那
段时间， 他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改
变世界。 机缘巧合之下，谢彬来到大同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普通的社工。
他的工作主要是为社区困难户提供精神
层面的帮扶。渐渐地，谢彬体会到了“基层
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的深刻内涵。“幸福
社区，我的责任，只有改变了自己，才有能
力改变身边事，进而改变社会。 ”他说。

“过去的理论宣讲往往是宣讲员激
情昂扬，台下听众却不‘买账’。 ”长沙市
委讲师团主任刘莉霞介绍，近年来，长沙
创新宣讲形式， 一改以往理论宣讲的沉
闷氛围。据了解，长沙市“好声音”群众宣
讲团于2014年成立。 这支由各行各业普
通群众参与的“好声音”群众宣讲团，现
有宣讲团成员237名，截至今年7月底，宣
讲团深入学校、机关、企业、社区等开展
微巡讲1200余场，直接听众达20万人。

建好园区筑好巢 政策给力乡情浓

溆浦工业集中区多“老乡”

到服务群众最前沿接受锻炼

益阳引进人才基层“墩苗”

常德市举行“亲亲常德 浪漫之旅”推介会

创业记 刘佐：农村创业是“执念”

� � � � 9月19日，桂东县沤江镇寒口村一山塘里，一池莼菜郁郁葱葱，开满朵朵白花。当天，桂东县林业局科技人员在海拔1200
余米的山塘里，发现了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莼菜。 莼菜，属睡莲科，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根状茎细瘦，横卧于水底泥
中，叶漂浮于水面，椭圆形状，能食用，且具有极高医用价值。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仁湘 摄影报道

�桂东发现植物“国宝”野生莼菜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21日

第 2017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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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1040 57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5 173 184245

2 4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9月21日 第201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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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435329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9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21674
1 18619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03
76650

1364133
9718883

50
2618
49246
371770

3000
200
10
5

1210 19 29 3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