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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谭玮玮） 记者今天从株洲市芦
淞区获悉，广东龙浩集团与芦淞区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通用机场
管理运营及后期改扩建、 通航业务拓
展、航校培训、航空产业园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展开合作，这标志着芦淞区通
航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芦淞区是我国中小型航空发动机
的摇篮， 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通航
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是
株洲重点打造的“五大千亿产业” 之
一。 作为株洲·中国动力谷重要组成部

分， 芦淞区抢抓国家低空开放机遇，
积极推进58.1平方公里航空城建设。 目
前， 主干路网全线通车， 已建成全省
首个通用机场， 入驻企业29家， 中航
发动机维修中心、 高精传动等项目相
继建成投产， 阿若拉固定翼飞机、 罗
特威直升机、 飞虎无人机等3款整机下
线， 山河科技云翼遥控无人机已装备
株洲公安。

今年， 省里出台 《关于促进通用
航空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湖南通航产
业发展迎来春天。 今年初， 株洲航空
城入选国家首批、 湖南唯一通航产业

综合示范区。 芦淞区借此抢占发展先
机， 发挥示范作用， 力争在通航产业
发展上走在全省前列。

这次与芦淞区签约合作的广东龙
浩集团是一家多元化、 国际化大型企
业， 2014年进入通航领域， 已在全国
10多个省份布点， 开通8条固定航线，
拥有强大的管理运营服务能力。 联
合龙浩集团等企业， 湖南通航产业
投资集团将在芦淞区组建， 并将争
取统筹全省通用机场的投资、 建设、
运营和管理， 以株洲芦淞通用机场
为核心， 申请固定空域和固定航线，

形成覆盖全省、 辐射周边省份的通航
运营网络。 同时， 芦淞区将不断完善
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制、 通航整机制造、
通航运营、 配套衍生等通航产业体系，
大力实施“通航+” 工程， 充分发挥通
航产业带动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梁利 李铜凤）11月7日，在蓝山
县经济开发区, 永州星月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工程建设正热火朝天, 进入收尾阶
段。 公司负责人钟国兵说：“公司是从位
于东莞的星月科技总部迁回蓝山的。 二
期工程占地50余亩, 建筑面积达3万余
平方米。 ”今年以来，蓝山瞄准广东沿海
地区产业集聚区，用优惠的政策、良好
的环境和优质服务， 积极引进新兴产

业，促进园区加速转型。
“今年以来，蓝山县实施园区升级

战略,产业承接转移步伐明显加快。 ”蓝
山县经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梁辉介绍，
“2017年,蓝山园区升级项目共46个，包
括工业能源项目13个、 商贸旅游项目2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个、农业科技
项目10个、前期项目4个。 ”

与此同时，该县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加快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创业大道投

资约5600万元， 完成了1700米道路、人
行道、路灯、绿化工程；德政南路已完成
道路路基土方工程，雨、污水管道，自来
水管道、电力杆线，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施工等工程月底将竣工。据介绍，蓝山今
年新增入园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
目6个， 新增竣工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
业项目4个, 并重点打造以承阳针织、新
炽佳为龙头的纺织服装服饰业， 以高信
电子为龙头的电子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

业，以湘威制鞋、昇月玩具为龙头的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重点引进高科
技产业，大力发展电脑模具机械加工。

该县不断完善对企业用工的服务
力度。年初,该县经开区与县人社局联合
开展2017年“春风行动”，共发放春风卡
等宣传资料43000份，组织了23次专场
招聘活动，为工业园区就地就近提供就
业人数3067人，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人数1037人。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文）针对长沙出现的雾霾天
气， 长沙市住建委11月6日组织召开全市在建工地扬尘防治工
作会议，要求所有在建工地必须100%湿法作业，确保建筑工地
扬尘污染控制到位。

自11月3日长沙市雾霾天气出现以来， 长沙市住建委加大
对在建工地的巡查力度，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项目65个，签
发整改通知84份，停工通知8份。要求所有项目必须100%湿法作
业，所有渣土及时清运，不能及时清运的要求做覆盖处理。 长沙
市质监站督促监管的51个省管项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响应，所
有项目停止土方开挖回填、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所有项目采取
洒水或开启雾炮机、喷淋等措施降尘，其他项目扬尘治理及裸土
覆盖工作均必须落实到位。

此外， 长沙市住建行政执法局对27个项目进行了执法检查，
对11个项目进行整改， 要求在建项目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5个100％”抑尘措施，确保局管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到
位；长沙市安监站对所有在建受监项目进行了全面巡查，对存在
问题的建设项目及时采取有效监督措施，签发整改通知136份，
停工通知13份,督促建设项目进行有效扬尘控制。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11月8
日，在永兴县黄泥镇涌水村种植大户王礼荣的冰糖橙基地里，王
礼荣告诉记者， 基地300亩冰糖橙要到12月上旬才开始采摘销
售，10多万公斤橙子就已有8成多被外地客商预订。

“包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客户，他们都是打电话给我们
预订。”果园里，王礼荣欣喜地说，一些外地客商还专程来永兴实
地考察，现场签下订单。来自福建的水果商郑允乐说；“永兴冰糖
橙口感好、糖分高，我们今年已预订10多万公斤。 ”

永兴冰糖橙是“中国十大名橙” 之一， 其果形端正、 汁多肉
脆、 甜润爽口。 永兴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永兴冰糖橙尽管离上
市还有1个月， 但全县13万亩冰糖橙已有70%被客商预订， 订货时
间比往年提早了， 单价也有所上升。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张
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11月2日，双
峰县三塘铺镇松江村种粮大户李
新阳来到该乡农技站，乐呵呵地报
喜：“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我种植的
450亩高档优质稻收益可观。 在同
样施肥、 防治病虫害的情况下，每
亩高档优质稻比普通水稻增产40
公斤， 增收240元，450亩一年增收
10多万元呢。明年，我要再增加200

亩高档优质稻种植面积。 ”
双峰县委、县政府将农业调优增

效作为扶贫攻坚的大事大业， 大力推
广高档优质稻， 设立100万元奖励基
金。 对水稻种植面积在30亩以上的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和种
植大户给予相关扶持， 再到年终评选
出10个先进个人给予奖励。 该县农业
局组织专家编写高档优质稻高产栽培
技术资料，随种子配发给种植农户；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现场开展
技术指导。针对各个重要生产环节，通
过病虫情报、明白纸、农技通免费短信
等渠道，提供技术服务。

目前，全县已推广高档优质稻
面积达21万亩，占全县稻田面积的
40%，为农民增产840万公斤。 不仅
如此，高档优质稻还备受加工企业
和市场青睐，比普通稻谷价格高出
15%以上，而且供不应求。

辰溪
1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黄巍）近日，辰溪县

1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据悉，13个项目总投资28亿
元，年内将完成投资8.5亿元。

今年初，辰溪县确定了54个重点项目，涉及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为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该县推行“一个重点项目由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
牵头单位负责、一套班子推进”的工作机制。这次该
县启动重点项目百日攻坚战， 安排13个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同时督促在建的41个项目加快施工进度。

双牌
发现200年以上野生茶叶树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10月30日

至11月1日， 由省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谭正初带领的9
人专家组，在双牌县发现200年以上野生茶叶树。

实地考察中， 谭正初等在双牌县五星岭乡发现
了几株高6米以上、围径约40厘米、叶宽10厘米左右、
叶长14厘米左右的半乔木型野生茶叶树。经考证，认
定其生长时间在200年以上，极具研究和开发价值。

宁乡
玉潭街道社区建心理咨询室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李曼斯 胡波）玩游戏，谈

心事。11月5日，宁乡县玉潭街道开展“护苗行动”关
爱青少年成长活动， 通过互动游戏和团体辅导，促
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据了解，玉潭街道15个社
区均成立了心理咨询室，累计服务600多人次。

“沙盘团辅、家庭走访、心灵沟通……我们每周都
会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为青少年提供成长陪伴及心
理服务。”玉潭街道新诚社区志愿者姚丹介绍。据了解，
玉潭街道还通过引进社会资源，在各社区成立关爱老
年人、帮助残疾人等各有特色的心理咨询室，并聘任专
业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帮助居民治“心病”。

应对雾霾天气
长沙市要求所有在建工地
必须100%湿法作业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前不
久，洪江市黔城镇土溪村贫困户周永国住上了新房。 11月8日，
他在自家新房里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搭帮政府政策好， 补助了
我4万元危房改造资金。 ”

周永国因丧失劳动力，无力建新房。以前一家人住在破败不
堪的木屋里。 今年，他家被纳入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计划。 有
了政府帮助，他新建了一栋80平方米的新房。

今年来，洪江市将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惠民工
程来抓，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原则，将农村
危改政策向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
残疾人家庭、无房户倾斜。 同时，扎实做好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录
入工作，做到批准一户、建档一户、录入一户，实行动态管理。 今年来，
该市已投入农村危改资金7765万元，完成危改4760户，超额完成年
度任务12%，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213户，占67.5%。

洪江市完成农村危房改造4760户

离上市还有1个月
永兴冰糖橙7成已被预订

新闻集装

双峰推广21万亩高档优质稻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803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1
713

10383

9
14
267

139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728
111343

275
268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8日 第2017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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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5504 元
05 1406 07 09 12 17 1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8日

第 2017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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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 1040 1673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297 173 570381

4 02

抢抓发展机遇 打造千亿产业

通航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芦淞区

蓝山县

� � � � 11月8日，衡阳市南岳区寿岳乡岳林村，村民采摘贵妃凰菊。 目前，寿岳乡种
植的贵妃凰菊已进入盛花期，预计今年产量达3万余公斤。 贵妃凰菊极富营养价
值和药用价值，宜生长在海拔600米到800米的山区，南岳区种植贵妃凰菊已有数
百年历史。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文丽贵 摄影报道

采菊衡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