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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曾敏学 周曼）10月13日，一辆辆
挂外地牌照的货车， 满载刚从平江福寿
山下采摘的橘子开往各地。 这里是岳阳
市人大代表叶琳建立的特种水果林基地
之一，受益群众上百人。她通过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植蔬菜、水果，可为贫困户亩均
年增收800多元，共增加200多万元收入。
今年1月至9月， 岳阳市3580名各级人大
代表结对帮扶4000余户贫困户，出资、引
进帮扶资金过1亿元。

今年初，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
各级人大代表中组织开展“我为脱贫攻
坚争贡献”系列竞赛活动，组织在岳阳的
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开展“123”
竞赛，即重点帮扶一个县（市、区)，提出2
条以上有效管用的建议意见，在争政策、
争项目、争资金“三争”上体现实际效果。
组织市、县（市、区 )人大代表开展“五个
一”竞赛，即帮扶一户贫困户，资助一名
贫困学生，指导一个村级组织建设，引进
一笔帮扶资金，落实一个“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项目。对乡镇人大代表开展“三
个一” 竞赛， 即结对帮扶一户以上贫困
户，传授推介一项以上增收致富技能，负
责对一个村民小组贫困户的政策宣讲、
“把脉问诊”。 对非公经济人士中的人大
代表，开展“三比”竞赛，即比安排符合条
件的贫困人口就业的数量，比消化收购
贫困人口农副产品的增量，比对就近贫
困人口开展技能培训的质量。

系列竞赛点燃了岳阳人大代表参
与扶贫的激情。平江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玉东捐款100万元，结对帮扶30户贫困
户。岳阳县李凌峰、李旭东等人大代表发
展红薯生产基地近3万亩，将帮助岳阳县
脱贫攻坚主战场铁山库区周边数百户贫
困户脱贫。 各级人大代表牵线搭桥落实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项目200多个。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俊伟)国庆长假刚过，记者走进
位于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猎豹汽车
永州公司总装车间， 迎面而来的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 该开发区负责人
介绍，9月24日， 猎豹汽车创下一天整车
产量451台的历史新高。

今年， 永州经开区实施园区升级战
略， 以猎豹汽车领头的园区工业呈现出
迅猛发展态势。今年1月至8月，永州经开

区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94.9亿元，同比增
长21.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税收6.5
亿元，同比增长23.2%。

园区升级是永州经开区今年实施的
一项核心工作。从园区景区化、管理智能
化、招商专业化、产业集聚化、服务精细化
等方面，全面推动园区升级。高标准完成
园区景区化规划编制；高标准打造湘江西
路风光带、亲水河风光带；高质量完成长
丰大道、建业路等8条道路的绿化提质。该

区以“智慧园区”建设为主抓手，着力推进
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三位一
体”的数字平台建设。组建专业化招商队
伍， 聘请招商专业人士开展延伸式招商、
重点招商、以商招商。围绕培育大制造、大
数据、大健康、大商贸物流4大主导产业，
加紧推进汽车配套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
等“园中园”建设。加快推进“放管服”改
革，推行“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开
通“绿色通道”，提高行政效能；对投资企

业实行“领导联系企业”制度，为入园企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

园区升级战略的实施， 为园区招商
引资和工业加速发展带来了活力。 今年
以来，永州经开区签约引进烈岩科技、中
信重工特种机器人等项目13个， 总投资
17亿元。正在对接的工业项目5个，总投
资达40亿元。园区龙头企业长丰猎豹1至
8月生产整车46741台， 完成产值31.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31.9%、30.5%。

助力脱贫攻坚 彰显责任担当
岳阳3580名人大代表沉在基层帮扶

猎豹腾飞带动 园区升级提速
永州经开区1至8月规模工业总产值、实现税收均增长逾二成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市住建委今
天发布《关于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方案有奖征集的通
知》。即日起至11月5日，市民如对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可将意见反馈至长沙市住建委。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出行难的问题已成为
社会热点问题。“上不来也下不去”， 正成为很多老年人的
出行写照，使得很多老年人“望楼却步”。很多住户对增设
电梯提出了迫切要求，但在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推
进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政策障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如
何破解这一难题多次建议和提案， 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
为此曾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

此次征集方案采取有奖征集方式， 市民可针对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包括建设原则、资
金筹措、建设维护、安全监管、法律规定、流程优化6个方面。
长沙市住建委将邀请相关专家、技术人员等进行评选，在完
成所有问题的参与者中遴选出6份优秀方案予以奖励。

长沙有奖征集
“老房子”增设电梯方案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通讯员 黄星 记者 王文隆）
昨天上午， 浏阳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全面启动建设,
项目现场工程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0名工人有序作
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

浏阳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总投资6.5亿元， 规划
总用地17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71315.84平方米，设计床
位数1480张，采取地上地下停车方式，一期设置机动车停
车位1171个。 医院建筑布局整体呈气势恢弘的中轴对称
排列，由南至北一次串联门诊、医技、行政办公区，并在左
右设置病房。医院布局传承了老院区的使用习惯，采用以
医技为中心各专科相对独立的“医疗中心聚合型”建设模
式，设置了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4个医疗中心，能够
满足不同病种患者独立诊疗，减少交叉感染，形成内部医
护流线最短化、高效化。

“为了尽快启动项目建设，全体工作人员放弃了国庆
中秋休假时间，蹲守在项目工地。”浏阳市工务局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合同工期是480天，合同竣工时间为2019年1月
19日。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通讯员 曾翔 记者 李秉钧）
永兴县作风办负责人今日介绍，10月以来，该县县直单位
重要岗位监督评议活动确定的28个被评议岗位所在单位，
陆续组织召开了单位测评大会，由单位干部职工及服务对
象进行满意度测评。

今年是永兴县开展县直单位重要岗位监督评议第3
年。评议为日常监督评议、现场评议两个阶段。其中单位评
议是日常监督评议一项重要内容， 由县纪检监察部门、县
作风办和重要岗位集中评议对象所在单位，组织召开述职
评议大会，并进行测评。同时，从单位重要岗位所提供的管
理服务对象台账中，随机抽取部分管理服务对象进行电话
民意调查。随后，重要岗位负责人还将参加由县纪委、县作
风办联合组织的现场测评。最终依据日常监督评议、现场
评议综合得分进行评分定级，严格奖惩。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通讯员 陈雯
记者 龚柏威)进入秋冬季节，候鸟南飞，
为保证越冬候鸟安全迁徙， 沅江市林业
局加强对洞庭湖区的巡查。 至10月16
日，该局清除非法捕鸟网3个。

据悉， 沅江市林业局建立了湿地日
常巡护工作制度，执法人员在全市5大片
17条巡护线路上开展全方位巡护。 组建
了由市林业局湿地站、 森保站及市森林
公安局相关人员参加的冬候鸟保护巡查
小组，加大巡查巡护和值守力度，努力为
越冬候鸟创造安全的环境。同时，以万子
湖、东南湖、宝塔湖、朗山湖、鲁马湖、五
门闸、 瓦岗湖等主要冬候鸟栖息地为重
点， 广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张贴
《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候鸟等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告》数万份，提高
全民爱护候鸟意识。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黎实)
10月15日，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镇会合社区，记者在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带领下， 见到了一棵种植于宋代初年、
树龄已过千年的珍稀青檀树。

这棵青檀位于该社区一块空地上，枝繁叶茂，郁郁葱
葱，高达15米，树干直径有1.5米，树干已空心。林业部门工
作人员近日根据树的年轮以及当地村民提供的文献资料，
确定该树种植于宋代初年，目前树龄已过千年。

据林业工作人员介绍， 青檀是国家二级保护稀有树
种，也是中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属榆科乔木。生长于海拔
800米以下的石灰岩山地山麓、沟谷、河滩、溪边或石缝
中，成小片纯林或与其他树种混生。耐干旱瘠薄，根系发
达，材质细密而坚硬。

村民介绍， 当地人祖祖辈辈对这棵古树敬若神明，不
樊枝摘叶，不损伤树皮。由于保护得当，这棵千年青檀虽饱
经风霜，仍生机盎然。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佳贝

10月11日，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
镇桥北社区。

深秋的田野上， 连片绿色瓜棚很抢
眼。瓜棚里，一个个圆滚滚的瓜蒌悬挂在
藤蔓上，如同千万盏灯笼。钱清华半蹲在
瓜棚里， 一脸笑容地望着。“今年这个品
种的瓜蒌特别俏， 每亩可获纯利6500
元，比以前种玉米翻了好几番 !”钱清华
开心地说。

钱清华是桥北社区的农民。“以前靠
种玉米、棉花，一亩地一年收入最高只有
千把块钱。”钱清华说，他根本没想到，家
中的几亩地有一天会变成“聚宝盆”。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钱清华
结识了浙江的一个瓜蒌种植大户。 瓜蒌
别名栝楼，俗称吊瓜、药瓜、野瓜，可药食
兼用，产量高、易管理。钱清华想，为什么
不自己种瓜蒌呢？ 大不了就当地里少收
了一些玉米。

“刚开始我只是试种一下。”钱清华
说，2013年，他试着种了几亩瓜蒌，当年
一亩纯利达到了3000元。“比种玉米和
棉花的收入多了两倍多， 我肯定会撸起
袖子加油干呗!”钱清华说，第二年，他掏
出所有积蓄，流转30亩土地扩大种植，并
多次外出向经验丰富的种植大户学习，
买来各种书籍钻研种植技术。去年，种瓜
蒌纯收入超过20万元。

“多亏了老钱，不然不说奔小康，脱
贫都成问题。”社区居民胡双群一边采摘
瓜蒌，一边讲述她的脱贫经历。胡双群今
年56岁，丈夫已过世，她一人拉扯着患精
神疾病的大儿子和正在读书的小儿子，
经常为生计发愁。 她看到钱清华种的瓜
蒌销售好，管理也较容易，就向他学习取
经，加入瓜蒌种植行列。这两年通过种植
瓜蒌与其他作物， 家中年收入达7万多
元。

经济效益就像催化剂， 千山红镇的
瓜蒌种植地成片蔓延， 已发展到800余
亩，10余户贫困户种瓜蒌脱了贫。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罗隆祥

10月10日， 顺利回到重庆市的退休
干部文女士， 打电话给新宁县公安局水
庙镇派出所所长罗建斌， 感谢好民警帮
她找到了亲人。

10月4日，水庙镇派出所迎来一群特
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自重庆市的文女士
及其家人。文女士手拿两张老照片，指着
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请民警帮她寻找。看
着早已泛黄的旧照片， 民警们根本无法
识别照片上是谁。

文女士说，上世纪40年代，她的母亲
从新宁远嫁重庆。上世纪60年代，母亲曾
带着小妹回乡认过一次亲。 转眼到了今
年10月，文女士在家清理物品时，无意中

翻出两张老照片， 那是母亲带着小妹回
乡认亲时与家人的合影。看着照片，想起
已于1990年去世的母亲， 年过花甲的文
女士突然决定赴新宁寻找亲人。 根据母
亲在世时与家人书信往来的地址新宁县
水庙镇，她与老公、女儿、女婿、外孙女踏
上了寻亲之旅。

根据文女士的零星记忆， 民警无法
寻找到有效线索。民警仔细询问，文女士
终于想起有个亲人叫郑秀仁。 民警经过
查询，户籍资料上已查无此人。

水庙镇水庙村、 三塘村郑姓人家较
多，所长罗建斌找来两个村的驻村辅警，
到村里打听郑秀仁的情况。 水庙村查无
此人。 而如今的三塘村是由原先的上山
塘、中山塘、下山塘3个村合并而成的，驻
村辅警蒋培华是上山塘人， 对村里情况

非常了解，但并未听说过郑秀仁其人，向
村民打听也都毫不知情。

蒋培华想到81岁的爷爷经历多、见
识广，也许能记得村子里的老人旧事，便
找爷爷打听。爷爷听了他的讲述，真的想
起了郑秀仁这个人。 郑秀仁原本是中山
塘村人，已去世多年，他的晚辈就是如今
的三塘村村民郑远忠一家。

罗建斌和蒋培华驱车带文女士一
家，找到郑远忠家中。上世纪50年代出生
的郑远忠对文女士的母亲、 自己的姑奶
奶还有记忆， 包括上世纪60年代姑奶奶
回乡认亲时的场景还依稀记得。 他还从
文女士提供的老照片里， 认出了年幼时
的自己和其他亲人。

从未谋面的亲人终于相认， 看着一
大家子团聚在一起，民警们心里暖暖的。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邝岚

近日，在资兴市三湘四水创业城，记
者见到乐东江旅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黄敏，他正跟同事探讨VR（虚拟现
实）游览东江湖的一些细节。

戴上一副小小的VR眼镜，就能足不
出户却又身临其境地感受东江湖的浩
瀚、兜率岩的瑰丽、小东江的婆娑、东江
漂流的刺激。“我们做的东江湖景区VR
全景视频，点击率已突破800万人次，VR
的运用肯定会开启资兴全域旅游新时
代。”黄敏充满信心地说。

今年29岁的黄敏是土生土长的资兴
人，个头不高，但很精神。2012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在长沙从事IT工作。2015年7
月，资兴市东江湖旅游区晋级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当年8月，黄敏就怀揣着创业
梦想回到资兴， 牵头成立了乐东江旅游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借助互联网平台推
广东江湖旅游。

“东江湖晋级5A景区给我带来了机
遇，加上我是学网络工程专业的，所以就
萌发了做一家旅游电子商务公司的想
法。”黄敏告诉记者，从辞职返乡到公司
挂牌营业，他只用了2个多月时间。

但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 东江湖作
为5A“新面孔”，相对于全国其他5A级景
区，其知名度远远不够。如何整合东江湖
周边零散的旅游资源， 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定位营销， 成了摆在黄敏面前的
一道难题。

“别看我们黄总一副嘻嘻哈哈的样
子，做起事来可认真了。”同事何刘波说，
“公司刚起步那半年， 为了说服商家合
作，黄总每天要跑多家公司谈业务，晚上
回来还要给我们开会总结， 做第二天的
计划，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跟打了鸡血
似的。”

“因为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
想！”黄敏接过话茬，“如果在实现自己
创业梦的同时， 还能推动东江湖旅游
发展，回报家乡，何乐而不为呢？”熬过
艰难的起步阶段， 目前乐东江合作商
家已达220余家，涵盖了东江湖周边的
农家乐、民宿、酒店、土特产供应商、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年营业额达200多万
元。

站稳脚跟后，看好东江湖全域旅游
的黄敏在资兴旅游、 商务等部门支持
下，从去年4月开始，带领团队着手研发
东江湖VR产品。半年后，一部介绍东江
湖美景的VR全景视频发布在优酷视
频，受到网友热捧，不到半个月点击量
就高达60多万人次，热度排名同类搜索
词第一。

“VR的推广普及，肯定能扩大我们
东江湖景区的知名度， 提升景区综合竞
争力。”黄敏对前景非常看好。

创业记 黄敏：给东江湖旅游“装上”VR

小瓜蒌 大买卖

沅江17条线路
全方位巡护越冬候鸟

10月13日， 宁远县湾
井镇路亭村云龙牌坊。牌
坊上的龙凤、 人物“八仙
缘”等木雕精美绝伦，具有
典型的湘南地方特色。该
牌坊始建于明崇祯十二年
（1639年）， 坊高14米，宽
14.3米，进深4.35米，全木
结构。2013年成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云龙牌坊
精美绝伦

千里寻亲 警民情深

浏阳市人民医院
整体搬迁建设启动

连续3年常态化监督评议
永兴监督评议28个重要岗位

江华发现宋代青檀树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462438
0 1521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36
1027
10278

3
18
221

135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328
106518

352
2528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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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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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2 0307 09 11 19 21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 月 16日

第 2017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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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 1340 100366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1178 223 262694

5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