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李军奇）今天，长沙市望城区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来到高
塘岭实验小学， 对校园周边小餐饮店、小
食品店进行检查， 要求台账记录不及时、
索证索票不齐全的经营户进行整改。

“今天的行动属于我区食品安全护苗
行动之一。” 望城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局长朱飞跃介绍，2015年9月，国
务院食安办将长沙列为全国食品安全示
范创建试点城市，2018年1月长沙将迎来
初审。为推进创建工作，今年望城区深入
开展食品安全护苗行动、豆制品米粉湿面
专项整治等8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1月至
10月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6万余户
次，日常监管覆盖率达95%以上，整改规

范600余户， 关停取缔不符合基本标准的
小作坊45家； 累计完成食品检测17158批
次，总体合格率达99.7%。

目前，望城区还新建农贸市场生鲜超
市快检室12个、豆制品米粉湿面冷链销售
门店15家、“视频厨房”213余个、“透明厨
房”334余个。 计划在2年内实现全区食用
农产品快检、豆制品米粉湿面冷链制售全
覆盖，3年内完成大中专院校、 中小学、幼
儿园、机关、医疗服务机构等单位食堂以
及大中型餐饮单位“视频厨房”建设。

望城区开展八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 石赞） 记者今天从2017

“文旅中国”博览会上获悉，由中国演艺
市场权威调查机构———道略文旅产业研
究中心评选的“2016年中国旅游演艺机

构十强”出炉，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名列其中， 成为我省这次
唯一上榜的演艺机构。

据了解， 张家界魅力湘西公司推出
的演艺节目《张家界·魅力湘西》，是张家

界文化旅游主打名片之一。自2000年问
世以来，已累计演出7000场，接待海内
外观众1300万人次。公司先后获评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文化品牌三十
强、中国十大民俗文化旅游企业、中国旅
游演艺票房十强等， 并连续3年登陆央
视春晚， 连续3年出访欧亚多个国家开
展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活动。

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冯小刚版《张家
界·魅力湘西》全面上演后，深受游客好评。

张家界魅力湘西公司
上榜“中国旅游演艺机构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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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周林)“通过实施三产融
合，我公司与宏泽生物有机肥厂、喜农种
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形成了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农业产业链，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业实现了优势互补。‘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 的新型合作模式， 有效带动
4000多户农户开展优质稻标准化种植，
年增收达5000多万元……”11月20日，
在永州金三和粮油有限公司冬种基地，
公司负责人刘懿向记者介绍说。

近年来， 永州市冷水滩区抓住被列

为全省第一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试点的机遇，立足传统农业产业优势，坚
持三产并重，做优一产、做精二产、做强
三产，着力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村改革、培育农业品牌、改善政府服务上
下功夫，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延
长产业链条。 该区积极探索专业大户和
家庭农场融合基础型、 农民合作社融合
发展型、龙头企业融合引导示范型、休闲
农业股份合作型等多种三产融合模式，
打造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格局， 让农
民分享到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到

目前， 该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突破
7000家，其中国家级示范合作社1家、省
级家庭农场109家、 规模农产品加工企
业231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个、“三品
一标”认证53个。

冷水滩区还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购销
合同，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形成稳定的购
销关系。 支持龙头企业为农户、 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帮助订单
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今年1至10月，全区
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62.7亿元，同

比增长8.1%；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5.5
亿元，同比增长7.5%；乡村休闲游接待游
客12.7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6亿
元，同比增长20%以上。2017年，该区农村
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18900余
元，比上年增长9.5%。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王跃华）11月15日， 资兴市
回龙山瑶族乡团结村贫困户刘八斤拧开
家里水龙头，水哗哗流下。他高兴地说：
“搭帮党的扶贫好政策，我们山沟沟里也
通了自来水， 再也不用去山脚下的河里
挑水喝了。”

据了解，今年来，资兴市结合脱贫攻
坚工作，多渠道筹集资金870万元，在全

市安排了管网延伸、新建蓄水工程、供水
工程升级改造等农村饮水安全及巩固提
升项目32个， 涉及10个乡镇34个村，受
益群众30494人。其中，作为扶贫攻坚配
套项目，16个贫困村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优先安排建设。

为确保工程质量并有效调动项目村
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资兴市在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过程中， 对所有

项目采用“四自两会三公开” 建管新模
式，即建设项目由村民“自选、自建、自
管、自用”；村委会和由村民代表大会推
选的村民理事会， 分别作为项目责任主
体和建设主体， 乡镇水利站和市水利局
只负责技术指导、质量监管；同时，要求
“项目选择公开、理事会选举公开、工程
建成后财务公开”，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
质量。

资兴市水利局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激发了广
大农村工作者的热情。近期，该市再部署、
再动员，组织力量加班加点，加快推进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目前，16个贫困村已
建成水源井47口、过滤池21座、清水池100
座等， 贫困村扶贫饮水项目全部实现试通
水。其他18个村的安全饮水项目今年内可
全部完工。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廖声田 宁奎）“加快施工进度，
争取半年内所有主体结构完工。”11月20日，碧桂园湘西城
市公司执行副总裁王一到碧桂园慈利项目现场， 再次对施
工进度进行“督战”。3天前，张家界市项目建设现场观摩组
来到这里，为项目建设进度上了“发条”。

11月15日至17日，由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虢正贵带队的观摩组，从城区到乡村，从车间到工地，
先后到全市24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经开区永兴玻璃、
永定区教字垭特色风情镇、桑植县地下商业街、武陵源区桃
花溪谷、慈利县冰雪世界……一个个建设现场热火朝天，一
个个项目朝气蓬勃。

永定区控违拆违“六个一律免职”高压态势，武陵源区
推行项目建设“1610”责任制，慈利县打造工业强县“双百
园区”，桑植县坚持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经开区“三抓
三促”精准发力……观摩组成员边看、边思、边议，观念相互
碰撞。

数据显示， 截至10月底， 张家界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1.2亿元，同比增长15%；重点工程完成投资180.6亿元，同
比增长18.1%，完成年计划任务的120.4%。

“家乡越建越美，生活越来越好，感谢党的好政策。”在
永定区教字垭特色风情镇， 在外打工多年的覃芳看到集镇
旧貌换新颜，向记者道出心声。她说，准备和朋友一起在镇
上开一家客栈，依托旅游回乡创业，既赚钱又照顾好家人，
未来生活一定更美好。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蒋伟） 郴州市林业局负责人介
绍，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林业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 该市被评为全国林业信息化示
范市；在全国林业信息化率测评中，该市
林业信息化率达92.6%， 排名全国地市
级城市第二。近年来，郴州市加快推进林
业信息化和智慧林业建设， 通过全力打
造“智慧林业”平台，郴州林业建设管理
解决了“在哪里造”“造什么林”“造得怎
么样”“造后怎么管”的问题。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向晓慧）“以前刮风下雨，就
担心房子漏雨。现在将房子改造好了，多
亏政府补贴了4万元危房改造资金。”今
日， 中方县新路河镇合兴村贫困村民贺
华中乐呵呵地说。 中方县是今年全省脱
贫摘帽迎国检的县市区之一。 为确保农
村居民住房安全有保障， 该县两次拓宽
农村危改范围， 实现了全县农村危房改
造全覆盖。据统计，今年来，该县共投入
农村危房改造扶贫项目资金1.17亿元，
改造危房户4112户， 可解决10280人住
房安全保障问题。

让农民分享到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冷水滩区“三产融合”强农业

“自选、自建、自管、自用”

资兴推进农村“安全水”工程

11月21日，湘西屋
脊———龙山县大安乡
大灵山风景如画。大灵
山主峰海拔高1736.5
米，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最高山峰，也是
澧水之源。2002年开始
人工种植日本落叶松，
目前已达2870公顷。

曾祥辉 摄

湘西屋脊
风景如画

新闻集装

郴州：林业信息化率达92.6%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杰华）“扶贫资金是群众的救
命钱，一分一厘都不能挪用。”近日，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三锹乡地笋村会议室
里， 村组干部正为一笔扶贫资金的用途
拿不定主意， 巡察到此的县委巡察办主
任朱德进一锤定音。 自10月20日起，靖
州全面展开乡镇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工
作，15个巡察组分赴全县16个乡镇和排
牙山林场，亮出巡察“利剑”。至11月中
旬， 靖州各巡察组共开展个别谈话226
人次，受理信访40余人次。

靖州：瞄准扶贫领域“亮剑”

中方：实现农村危改全覆盖

张家界为项目建设进度上“发条”
比出“硬功夫”
唱好“建设歌”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曾宪章
彭司进）今日，位于保靖县迁陵镇的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井然有序， 工人们按照出口产品标准在抓
紧生产。公司董事长、海归博士陈波高兴地说：“现在有好几
个国外订单，我们的产品销售形势越来越好。这得益于县里
吸聚人才，为创新创业带来了新动力。”

保靖县用好“三张牌”，既为全县人才工作发展注入新
活力，也促进了县域企业、乡村的发展。

打好感情牌，乡贤人才“聚”起来。“我非常乐意带领我
的科研团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家乡发展献策出力，并为
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光电信息技术指导与咨
询服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博导彭真
明满怀激情地说。2016年以来， 保靖县已与83位优秀乡贤
人才建立联系，鼓励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奉献家乡。

打好政策牌，各类人才“吸”拢来。保靖县优化人才创新
创业环境， 免费提供人才创新创业园办公场地， 共吸纳
1000多名本地居民就业。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已有126名
外来人才在该县安家落户；建立“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
金”，为各类人才提供工资、福利、保险等方面保障。

打好示范牌，人才作用“现”出来。该县发挥新乡贤示范
带动作用， 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在外经营的致富能人刘维
生，回乡后担任迁陵镇咱科村党支部书记，带动该村实现由
穷到富的转变，2016年该村党支部被评为自治州先进基层
党组织。

打好感情牌、政策牌与示范牌
保靖吸聚人才创新发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21日

第 20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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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1040 988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150 173 890950

8 6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1日 第2017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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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43192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4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917073
6 17482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69
75681

1356509
9764880

42
2707
50310
386112

3000
200
10
5

0310 23 26 3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