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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毛建平）10月中旬，今年
夏季被大水浸泡的涟源市桥头河蔬菜基
地，千余亩蔬菜陆续上市。为帮助桥头河
蔬菜基地灾后重建， 涟源市政府财政专
项拨款200万元， 企业再次投入1400万
元， 使消费者中颇有口碑的“桥头河蔬
菜”再续雄风。

近几年来， 涟源市把农业品牌建设

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出台支
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每年安排不少于300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农业品牌建设。同时，大力推进农业标
准化生产，夯实品牌质量基础。加强农产
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实现主要农
产品“有标可依”，通过奖补政策扶持企
业发展壮大， 激发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扩大市场知名度。 2016年，全市在品

牌建设方面投入奖励资金达377万元。
多年创建终结果。 全市现有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拥有“湘中黑牛”
“回春堂”“富田桥”“湘山茶油”“湘鹏”等
涉农省级著名商标24个。“桥头河萝卜”
“枫木贡茶”“涟源茶油”正在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前全市已获得“三品
一标”认证的农产品38个，涟源农产品品
牌支撑体系逐步形成。

品牌建设拓宽了涟源农产品市场空
间，促进了土地流转步伐加快，农村居民
收入增加。2016年，涟源市土地流转面积
26.3万亩， 农副产品加工业就业人数由
2014年的9416人增加到2016年的18761
人； 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8180元，比2014年增长23.2%；全市农产
品加工产值 83.6亿元， 加工转化率
95.7%，商品率65%以上。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郭健 彭丽娜 廖蔚佳 ）“中国陶
瓷谷最近成功举办2017中国醴陵国际陶
瓷产业博览会，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陶艺学会 (IAC)副主席托比恩誉为展
示世界陶瓷艺术的‘好莱坞’。 ”10月13
日，记者到瓷城醴陵市采访，市委书记胡
湘之颇为自豪地说，“中国陶瓷谷” 是醴
陵市奋力打造的一部令人惊艳的传世之
作， 我们有信心将其建设成为推动全球
陶瓷智造的“梦工厂”。

“中国陶瓷谷”位于醴陵经开区，其
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 基础工程投入
200亿元，大小项目数十个，聚集“产、创、
展、商、游”元素，促进以陶瓷产品制造为
主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下游全配套。
目前， 经开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一期投
入7亿元，建成展厅3万平方米，周边已汇
集世界陶瓷艺术城、 釉下五彩瓷生产基
地、 电商产业园及新建的国际陶瓷文化
特色街区和凤凰山城市中心公园等。

这次瓷博会于9月28日在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持续了10天。以“中国陶瓷谷·
五彩新醴陵”为主题，着力打造促进文化
交流和合作发展的国际平台， 精彩演绎
“传承、创新、融合、共赢”的“凤凰传奇”。

瓷博会吸引俄、美、英、意、日、韩等
25个国家以及香港、 台湾地区与内
地15个省份的企业与客商参展，包
括醴陵332家企业在内，参展企业多
达671家，展品10余万件，涵盖日用
瓷、艺术瓷、电瓷、陶瓷新材料和陶
瓷装备，实现成交额1.2亿元，签订

合同额6.5亿元。 展会期间，醴陵市还集
中签约32个重点项目， 招商引资182亿
元。同时，瓷博会带动醴陵各景点接待游
客约104.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4.23亿
元。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曾
国栋）10月13日，邵阳5个重点项目开工或投产。

据了解，当天邵阳市开工的重点项目有3个，即紫霞公园
（人防疏散基地）工程、蔡锷大道邵九公路项目、东城快线项
目，分别投资5.8亿元、6亿元、17.5亿元。 同时，邵阳报业传媒
产业中心正式启用，拓浦精工工业4.0标杆工厂投产。东城快
线项目是邵阳“二中心一枢纽”建设重大骨架和支撑工程，起
于东互通世纪大道邵阳东收费站， 止于邵东县绿汀大道，全
长18.5公里，路宽34米，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将有力促进
邵阳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邵阳报业传媒产业中心建筑面
积3.8万平方米，总投资1.46亿元，包括报业大厦、彩印中心、
传媒创作创意创业中心和记者公寓4个功能区；拓浦精工工
业4.0标杆工厂位于邵阳经济开发区邵阳智能制造（工业
4.0）产业小镇内，当天，邵阳市第一台智能电饭煲在该厂正
式下线。

当天，邵阳日报社“云邵阳”移动客户端正式上线，邵阳
报业传媒集团正式组建。

安仁致力打造“南国药都”
中草（医）药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评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蓝增） 安仁打造“南
国药都” 又迈出关键一步， 安仁县中草 （医） 药产业发展
规划日前在长沙通过评审， 与会专家为安仁县中医药产业
问诊把脉， 建言献策。

近年来安仁县立足中草药产业基础， 致力打造“南国
药都”， 把它作为脱贫攻坚的4个重点产业之一， 大力发展
以中草药种植为主的中草(医)药产业， 规模化、 标准化的中
药材种植面积达15万亩， 年产值13亿元左右。

2016年， 安仁县委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
进行 《安仁县中草(医)药产业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 参与评
审的专家认为， 规划研究扎实、 指导性强， 实施路径切实
可行， 提出的中草药+健康旅游模式新颖。

湖南中医药大学谭兴贵教授提出， 安仁应发挥本地特
色， 打造中草药交易市场， 扩大影响力， 唱响“南国药都”
品牌。 省中药材产业协会会长曾建国建议， 要着力挖掘中
医药文化底蕴， 打造品牌药材， 扩大集散地规模， 真正把
安仁县建设成全国中医药产业强县。

安仁县县长李建军表示， 将认真吸纳专家意见， 全力
落实规划， 狠抓项目建设， 力争将安仁县建设成为全国中
药材产业发展示范县。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李光平)“多亏了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住上了小洋房。”10月13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锡乡大锡社区高寒山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50岁的瑶胞盘
胜金满脸喜悦地告诉记者， 住在这里的
都是高寒山区的贫困瑶胞，共有120户。

“我们以前住在茅坪村，那里是海拔
500多米的高寒山区， 离大锡乡政府有
10多公里，住房有的是土坯房，有的是吊
脚楼， 走出门口就是陡坡， 有了病看医
生、孩子读书都很不方便。 ”盘胜金带着
记者一边参观新房，一边介绍说。其新房
有二室一厅一厨一卫，热水器、液化气灶

等现代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我们在今年国庆、中秋节前后全部

搬进了新居，今后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山
体塌方了。 ”安置户吴显吉开心地说。

“搬出深山喜迁福地，心感党恩乐住
新房”“一片彩霞迎旭日， 满堂春风庆新
居”……新房大门旁，贴着一副副火红的
对联。“刚刚住上新房，又将迎来党的十
九大召开，真是双喜临门啊！ ”安置户翁
正胜笑容满面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今天上午个把小时，就把60多公斤
油豆腐销售一空， 我为政府搭建的这个
平台点赞。 ”10月13日上午，郴州市苏仙
区首届扶贫助农电商节暨农特产品赶集
会现场， 苏仙区省级贫困村两江口瑶族
村小溪豆腐坊负责人曹锋说，除了豆腐，
他还带来了干切粉、土鸡、土鸭，销量也
不错。

活动当天虽然下起了毛毛雨，但没
有影响市民前来购买的热情。 豆油、高
山牛肉、藏香猪肉、鱼粉、绿色蔬菜等农
产品深受欢迎。 市民曹玉琴告诉记者，
她买了腐竹、藕、豆油等3大袋，品质好
价格实惠，还能帮助贫困户。

“为加速农产品尤其是贫困村农产
品进城， 区里联合郴州仙草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举办了这次活动。”苏仙区委副书
记刘明发介绍，举办这次节会，是想通过
“线上+线下”“虚拟+实体”“锄头+鼠标”
运营模式，打破区域限制，搭建供需见面、
产销直达桥梁， 解决农特产品销售难，促
进农民增收。

据悉，此次活动分为线下和线上两
部分。 线上部分由苏仙区商务局牵头，
组织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贫困户，联合区邮政分局、仙草公
司等，建立电商平台“苏仙农特产品商
城”，将农产品包装上网营销。

线下赶集热热闹闹，线上也是“淘
客”不断。“苏仙农特产品商城”负责人
介绍，该平台当天正式上线运营，栖凤
渡鱼粉和五盖山土鸡蛋销售火爆，两款
产品一个上午就销了200多单。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李曼斯）温馨
舒适的中医科、整齐有序的药剂科、服务
便捷的计生服务……10月12日， 宁乡县
夏铎铺镇卫生院开展精益管理活动，优
化环境以便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近年来， 夏铎铺镇积极探索做好卫生和
计生融合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去年被评
为长沙市卫生计生优秀单位。

从2015年以来， 夏铎铺镇在长沙市
率先探索卫计融合工作，现已实现队伍、
资源、工作、考核等全方位合二为一。“现
在村里条件好呢， 看病基本的检查都可
以做，由于硬件设施、技术、信息、设备、
人力资源共享， 计生服务比以前更方
便。 ”家住夏铎铺镇福安村的罗嗲嗲高兴
地说。 据了解，目前，夏铎铺镇12个村卫

生室均按标准建设， 并均实现了与计生
服务深度融合，实现了“小病不出村”，计
生服务等可到家。其中，福安村卫生室投
入50余万元，设施设备齐全，村民可享受
到优质的卫计服务。

除了改善硬件条件， 夏铎铺镇卫计
办还制定了一套考核方案， 每月对各村
计生与基本公共卫生工作进行量化考
核，并将考核结果通报排名。 同时，规定
村医退出机制，连续3年在年终考核中垫
底的村医将不再续用。

涟源推进农业品牌建设
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达38个

建设推动全球陶瓷智造的“梦工厂”

醴陵崛起“中国陶瓷谷”

邵阳5个重点项目
开工与投产

江华高山瑶胞喜迁新居

12个村卫生室均与计生服务融合

宁乡夏铎铺镇“小病不出村”

线下线上
“赶集忙”

� � � � 10月15日上午，宁乡市老粮仓镇，灾后重建的首批受灾户喜迁新居。6月30日至7月
1日，该镇普降暴雨，暴发大面积山洪，交通、电力、通信中断，受灾严重，全镇有房屋重
损户和全倒户100户。 目前已有23户入住新房，预计年底前，剩余的77户受灾户可全部
入住新房。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孙勇 摄影报道

受灾户迁新家
贴对联谢党恩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15日

第 2017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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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040 931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1 173 231993

6 9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15日 第2017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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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972749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294152
5 10542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39
89969

1540417
14389253

83
3402
57661
543674

3000
200
10
5

0718 22 24 3219

自治州扶贫领域
对腐败“零容忍”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陈
晓丽 记者 彭业忠 ) 13日上午， 据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自治州纪委对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零容忍”， 并于7月10日至10月11
日， 开展了“双百行动” ———100天
内挂牌督办100件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立案64件89人， 4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
分 ， 移送司法 2人， 追缴违纪资金
105.36万元， 清退资金49.36万元。

在此次“双百行动” 中， 自治州
纪委向9个县市区纪委交办100件问题
线索， 涉及民生、 扶贫领域， 具有可
查性、 针对性和典型性。 自治州纪委
领导班子成员实行联系县市机制， 9个
县市区纪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集中
查办过程中， 督促纪检监察派驻派出
机构及乡镇纪委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与此同时， 多部门参与， 充分调动财
政、 审计等职能部门的技术优势， 与
检察、 公安等司法机关建立信息共享、
案件移送、 工作互助的协调配合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杨锦
芳）近日，蓝山县获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创建区”，成为湖南首批、永州市首个
获批的县（市、区）。蓝山县依托湘江源生态
品牌，大力发展有机茶叶、有机茶油、有机
蔬菜、有机水稻、有机中草药、有机养殖等
产业，带动当地农民脱贫攻坚。

百叠岭万亩有机茶叶基地所在的百
叠岭村，在基地成立之前是典型的“三不
通”深度贫困村。 如今，该村依托有机茶
叶产业，不仅通路、通电、通网，老百姓在
基地采茶、锄草一年就人均增收万余元，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又可照顾家里。舜蓝
有机茶油致力打造高端有机茶油产品，

现已通过有机认证， 基地达到5000亩，
带动了周边老百姓致富。 荆竹瑶族乡和
浆洞瑶族乡， 利用瑶乡天然高山生态环
境，种植有机中草药，养殖娃娃鱼、白鹇
鸟等有机产品，产生很高的附加值，产品
远销广东、上海等地，成为当地老百姓脱
贫致富的法宝。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有机产业助百姓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