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刘武）12月5日，中国长城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在湖南湘江新区掀起
“红盖头”， 正式进驻长沙中电软件园。中
国长城公司董事长靳宏荣透露， 后续中
国长城将通过总部建设，分、子公司设立
和重大项目建设等三方面， 持续加大在
湖南湘江新区的投资。 这是湖南湘江新
区聚焦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加快推动
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 湖南湘江新区把招商引资作
为“一号工程”和“一把手”工程，统筹全域

招商“一盘棋”，加大与园区、区(市)招商
合作力度，扎实推进产城融合、区域统筹
和品牌共享。 通过重点推进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首席责任人工作机制、 开展世界
顶尖企业招商活动、 开展军民融合产业
招商活动、 推出组建全国学会新区联络
处、差别化拟定产业政策等七大举措，全
力推进招商引资进程， 激发招商引资活
力。

招商引资“一盘棋”，带动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今年1至11月，湖南湘江新区
签约项目200个，总投资2617亿元，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8.5%，为区域
发展提供坚实经济支撑。其中，投资过10
亿元的重大项目42个，包括清控科创、亿
达制造小镇、五矿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
恒大国际健康城等9个投资过百亿元的
重大项目；捷信区域客服中心、邓白氏集
团区域电销中心、爱尔眼科、华大基
因、三湘银行等一大批高端产业项目
纷至沓来。

在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下，面对
持续加大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今
年，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延续了良好发

展态势。据初步预计，全年可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逾2100亿元，同比增长逾1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及新区管委会财政总收
入等主要经济指标， 均有望呈现两位数
以上的快速增长。

雨花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今年重大项目投资可完成年度计划
150%以上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熊其雨）
临近年底，长沙市雨花区各项工作都在作最后冲刺，重大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12月5日以来连续多日，该区“四大班
子”成员奔赴项目建设现场，观摩督办。

有名的老红星市场搬迁后， 该区将在跳马镇建设新
的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作为省、市、区三级重点
民生工程，采购中心受到各方关注。项目总占地1700亩、
总投资50亿元，分3期建设。目前，一期3栋22层高的公寓
式办公楼、市场交易区26栋建筑已封顶，本月将全面完成
市场交易区主体工程建设、达到试营业标准。

中国（长沙）创新智造中心是我省首个创新智造集群
化发展产业项目，位于长株潭融城核心地带，占地125.6
亩，总投资20.8亿元。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项目全部建
成后， 将成为长沙智能制造中心核心区以及长沙打造国
家智能制造中心的重要引擎。

据悉，今年来，雨花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94个市级
重大项目计划年度投资196.7亿元， 预计可完成投资300
亿元， 为年度计划投资150%以上；37个新建项目全面开
工建设；15个项目实现竣工投产。 全年铺排的154个区级
重点产业项目顺利推进，36个项目建成达效，8个闲置土
地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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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贫困村实施扶贫助学工程
益阳教育基金会
资助贫困学生6720人次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李双建）
“如果没有教育基金会资助，我的大学梦难圆。今后，我将
努力回报社会。”12月6日，桃江县桃花江镇肖家山村的曾
敏告诉记者，她的父母早逝，她和弟弟与70多岁的奶奶相
依为命，家里十分困难。在益阳市教育基金会资助下，今
年她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据了解，益阳市教育基金会面向全市310个贫困村实
施扶贫助学工程，从2015年以来，累计发放助学金1341.8
万元，惠及贫困学生6720人次，并资助13所学校改善了办
学条件。

益阳市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文朗辉介绍， 益阳市教
育基金会扶贫助学工程得到不少社会爱心人士支持，已
累计募集资金2760万元。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唐杜)12月初，来自湘潭市的残疾人
杨祖茂将一面写有“扶弱助残解民忧
匡扶正义护法威” 的锦旗送到了湘潭市
残联， 表达他对市残联依法维护残疾人
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由衷感谢。

杨祖茂是肢体三级残疾人， 因房屋
产权纠纷引发民事诉讼。 杨祖茂对法院
一审判决不服， 遂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并到湘潭市残联寻求帮助。

湘潭市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
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并为其提
供了法律援助， 争取依法维护其合法权
益。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
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予以改判，依法维护
了当事人在案件中的合法权益。为此，杨
祖茂深受感动。

这只是湘潭市残联关爱残疾人、着
力为残疾人完善维权网络的一个缩影。
目前，湘潭所有县(市、区)均成立了法律

援助工作站， 建立了覆盖全市城乡的残
疾人法律救助服务体系， 已为残疾人提
供法律援助39件。

同时，湘潭还完善了残疾人信访机制，
开通了维权政务微博以及“12385”残疾人
维权热线，并将热线并入“12345”市长热
线，为全市残疾人网上信访开辟了新渠道。
5年来， 热线共接待残疾人来信来访来电
2009件次，处理维权案件104件。在各类来
信来访中， 做到处结率100%、 回复率

100%，切实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还大力推进了‘无障碍进家庭、

进社区、进村镇’工作，市政府连续3年将
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列入民生实
事项目，累计投入资金886.2万元。”湘潭
市残联理事长文雯表示。据统计，湘潭共
为1266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升了生活品
质，成功创建了3个省级无障碍示范社区
(村)， 为2.11万人次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
车燃油补贴共计548万余元。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陈向荣 谢建文）“我们常年在外务
工， 流动性很强， 无法正常参加组织活
动。现在建立网络党支部，我们终于有了
一个家。”今天，记者从株洲市委组织部
获悉，为了给流动党员安“新家”，该市已
建立21个网络党支部， 走出了一条管理
服务流动党员的新路。

今年6月以来， 株洲市委组织部积
极对接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反复
比对、多方联系，展开流动党员“地毯
式”排查，共找到流动党员623人，其中
437名有确切信息，他们分布在全国25
个省份。随后，对流动党员信息进行重
新造册，并初步按地域划分，组建了北
京、上海、豫晋陕、长沙、衡常娄怀等21

个网络党支部。
在网络党支部里， 流动党员们可

以通过“网上党校”“微党课”等，在线
参加学习教育；通过“支部动态”“党务
指南”“党务公开”等在线平台，浏览党
务公开内容。今后，网络党支部还将逐
步开通在线缴纳党费、 组织关系转移
及远程监控管理等项目。并设立“调查
中心”，广泛征求党员对重大事项的意
见建议，最终实现所有党员学习培训、
教育管理、组织生活、服务互助、交流
分享同步。

新闻集装

道县地税局
推进“互联网+税务”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杨勇
何小飞）“这么快就办好了？网上预约，不
用排长队，太贴心了 !”12月4日 ,从外地
赶来道县办理开票业务的王小姐喜笑颜
开， 对道县地税局网上办税服务厅赞不
绝口。

近年来，道县地税局积极推进“互联
网+税务”，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跑

“马路”。 随着湖南地税网上办税服务厅
二期上线，系统全新升级，目前7大项、43
个分类事项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包
括预约办税、申报缴税、办税进度查询、
停复业申请、 优惠事项备案和银行端缴
款凭条补打等。 网上办税服务厅以纳税
人需求为导向，操作简便，避免了办税服
务厅排队时间较长的问题， 减轻纳税人
来回奔波的辛劳，大幅降低了办税成本。

湘潭高新国税局
主题竞赛激发基层活力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付伟新）近日，湘潭高新国税局
全面开展“亮出党员身份，赛促收评突出
贡献、赛执法评最佳管理、赛服务评最优
服务、赛党建评最佳项目、赛作风评感动
人物”等主题竞赛活动，有效激发了基层
活力。

该局组织全局党员集体佩戴党徽，
重温入党誓词，持续开展“税收岗位党旗
红”系列活动。聚焦税收主责主业，全面
推动“促收联动”“征管强基”“服务升级”

“党旗领航”“岗位建功”等5类竞赛评比，
评选“收入贡献奖”“优秀税管员”“服务
之星”“最佳党建项目”“感动高新国税代
表人物”等5类先进单位和个人。该局先
后有24名干部荣获省、 市各类表彰，产
生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良好
效果。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吴伯瑜）12月6日， 涟源
市伏口镇龙兴村的“五保之家”里，几名
老人用完早餐后，开始聊天、下象棋。83
岁的五保老人龙大爷说：“这个新家好舒
服，能在这么好的房子里养老，我做梦都
没有想到过。”

涟源市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18.3万
人，其中百岁老人近60人。为全面提升全
市老年人特别是生活困难老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涟源市实行基本养老服务补

贴制度。从2016年1月开始，对百岁老人
每月发放长寿保健金400元。 今年来，还
对全市所有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80
至89岁的低保老人，分别发放100元和50
元高龄补贴。

涟源还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老年
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参保老年人近2万
人。在村、社区成立老年人协会，实现养
老服务全覆盖。七星街镇七星村、六亩塘
镇笃庆堂社区于2015年率先成立老年人
协会，并组织开展广场舞、乐器队等娱乐

活动，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每年“学雷锋活动月”“敬老月”和

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重要节日，全
市各级各部门以及一些志愿者团体 ，
还到敬老院和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家
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为老人解决生
活实际困难。

2016年以来， 涟源市已整合各类资
金近亿元， 新建综合性养老服务大楼4
栋，建立了社区养老机构4个，日间照料
中心31个，养老服务示范点35个，农村幸
福院121个，新增养老床位421张，19个乡
镇敬老院为五保等特困老人提供集中供
养服务。

新兴产业“快马加鞭”
“一号工程”助力，湖南湘江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前11个月投资增长近三成

残联为残疾人“扫障”
湘潭建立覆盖城乡的残疾人法律救助服务体系

涟源市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

为远方党员安“新家”

株洲建立21个网络党支部

寒冷天气
采收忙
12月6日，城步苗族自

治县儒林镇清溪奶牛场，
员工在菜地里采收为奶牛
越冬作饲料用的灰萝卜。
目前， 湖南南山牧业公司
的1300多亩灰萝卜丰收在
即， 员工们冒着寒冷加紧
采挖， 确保奶牛过冬有充
足的饲料供应。

严钦龙 李易春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7日

第 2017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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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1040 1076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62 173 339426

9 5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7日 第2017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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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966478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5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316343
3 24376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69
87158

1583161
20370880

71
3267
58687
776629

3000
200
10
5

0914 20 31 3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