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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罗违伟）近日，投资410万元、长
0.5公里的邵东县抬宝路完成提质改造，
成为该县今年完成提质改造的第19条
小街小巷。

邵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邓成
家介绍，去年以来，该县以打造“创新、富
裕、宜居邵东”为目标，大力推进新型城
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 城乡面貌实现大
“蝶变”，先后获得省级卫生县城、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先进单位、 城乡建
设综合设计先进单位、 建筑市场和质量
监管先进单位等荣誉20多项。

为了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
邵东县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先后实施了“小街小巷三年行动”、港南
河改造、通畅工程、供水工程等项目。“小街
小巷三年行动”计划投入资金5亿元，用3年
时间，通过实施路面白改黑、下水道改造等
项目， 为邵东城区内100条小街小巷换上

新装。此外，全面开展建筑行业文明施工“六
个100%”专项整治，即建筑工地100%围挡、
工地材料100%覆盖、 施工现场道路100%硬
化、驶出工地车辆100%冲洗、拆除工地100%
湿化作业、房建工地100%使用防尘网，进一
步提升了城市“颜值”。

同时， 邵东县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安居工程”、“五小”水利工程、村庄亮化工
程等项目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去年
来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409户，落实危

改补助资金3.16亿元， 项目竣工率、 验收
率、资金兑付率均达100%，全面消灭了农
村贫困农户D级危房， 为贫困农户无房户
建好了新房，并积极推进集中连片危改示
范，已集中连片安置922户。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王练 李俊鹏）12月18日， 记者
在安化县冷市镇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看到，来自河南、山西等地的游客一
拨接一拨， 参观公司清洁化制茶车间茯
砖茶、千两茶制作，并到附近商店买茶，
十分热闹。

据了解， 湖南华莱是安化黑茶龙头
企业， 平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1000多人次。其总部所在的冷市镇因
茶而兴、因旅而活，先后获评“湖南茶叶

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益阳市十佳美
丽乡镇”等。

从2010年开始， 冷市镇“以茶兴
镇”，全力打造高标准茶园基地，发展茶
产业。 镇里每年安排100万元以上茶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老茶园改造、
新茶园开发、新技术推广等。同时，引进
湖南华莱、 中安茶业、 万丰元茶业等企
业，大力发展黑茶产业。至去年底，全镇
拥有生态有机茶园1.8万亩、茶叶加工企
业6家， 茶业年产值突破10亿元、 创税

1.21亿元。 全镇3.8万人中有近2万人从事
茶产业， 农民因茶人均年增收3000元，成
为安化黑茶重镇。

冷市镇还依托生态茶园、 茶叶加工企
业及资江沿线10公里秀美风光，做好茶旅
一体化文章。 他们开展富有特色的茶文化
活动，把茶叶推销与农家乐、特色观光旅游
休闲相结合。同时，加强综合治理，促进镇
区品位提升。 镇政府年投入60余万元，与
一家保洁公司签订合同， 镇区垃圾处理实
现市场化运作。 去年底， 龙阳大道建成通

车，将镇区面积由1平方公里扩至5平方公
里。目前，新镇区正在打造风情小镇体验景
观风貌区、思模溪滨水景观带、茶溪滨水景
观风貌区、民宿居住景观风貌区、生态茶山
景观风貌区等景观区。

冷市镇党委书记周华山介绍，目前，该
镇规划面积达 5000亩的生态观光茶
园———益翔生态基地已开工建设， 许多种
茶大户做好了生态茶园基地体验游规划。
明年，穿镇而过的马安高速通车后，茶旅新
镇冷市会更加“热”起来。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通讯员 廖振华 毛钦 记者
颜石敦）12月17日， 记者在郴州市宜章县梅田镇梅田村
看到，新建的戏台光鲜漂亮，村民们正在开展文化娱乐活
动。据介绍，建设戏台，这只是该市推进村级宣传文化设
施“七个一”建设的一部分。

从2015年开始，郴州市结合脱贫攻坚，深入推进村
级宣传思想文化设施“七个一”建设，即一个文化广场、一
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长廊、一套文体
设施、一支文艺宣传队伍、一名文化辅导员，将在2019年
全面完成。该市把“七个一”建设列入财政奖补范围，并纳
入乡镇综合绩效考评和民生工程建设， 由宣传部门统筹
督导，文化部门具体实施。各县（市、区）高度重视，因地制
宜推进“七个一”建设。其中，宜章县筹集建设资金1.4亿
元，实行统一规划、设计、调度；桂阳县对100余座古戏台
进行维修，既保护了文物，又扩充了阵地；汝城县、临武县
对老村部、村小学等进行改扩建，充分发挥效应。

同时， 郴州对已建好的文化阵地加强管理、 合理利
用，成为群众文化娱乐的好去处。桂阳县利用“七个一”阵
地，广泛开展“百座戏台千台戏”“桂阳故事大家讲”等群
众文化活动；宜章县笆篱镇腊元村利用“七个一”阵地，组
织村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 还成功举办了全市首
个村办文化节。

截至11月底，郴州市已有1044个村完成“七个一”建
设任务，占全市行政村的近半数。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周岚）记
者从16日举行的长沙市望城区委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
议上获悉， 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预计完成规
模工业总产值1030亿元，同比增长14%，望城的园区规模
工业产值迈上了千亿台阶。

近年来， 望城坚持把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
选择，把产业园区作为开放创新的第一平台，持续出台《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施意见》、工业
实体经济“十八条措施”等“政策组合拳”，每年安排先进制
造业扶持资金1亿元以上，每年对先进制造企业奖励资金达
8000万元。近5年，该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8%，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31.2%。

望城在项目建设上狠抓招大引强、 提速提标， 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地派驻招商组，近3年共引进110个先进
制造业项目，其中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2个、投资50亿
元以上项目7个、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23个。今年，证通
电子一期、旺旺乳饮、恒飞电缆等21个项目建成投产，全
年新增产值100亿元以上。中粮可口可乐、五矿新能源、
亿达智造小镇等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中信戴卡
一期项目从开工到产品下线不到7个月，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望城速度”。

据了解，在12月14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工业百强县
（市）、百强区发展报告》上，望城区上榜“中国工业百强区”。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唐志强）钓芋头比赛、芋头
搬运比赛等传来欢声笑语， 省内最大的
香芋酥飘香……12月18日， 祁阳县第二
届“姜·芋”美食文化旅游节在该县文明
铺镇新塘角村拉开帷幕。

新塘角村支书陈祥明高兴地对记者
说，2015年以前，村里因为没有形成致富
产业，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283人。
2015年，永州市委办进驻该村扶贫，扶贫
工作队根据村里的土质条件和耕种习

惯，引进专业种植合作社，大力发展订单
种植祁阳槟榔芋和红爪姜。其中，祁阳槟
榔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红爪姜也是
在当地种植数百年的传统农产品。 特别
是2016年，在该村举办第一届祁阳“姜·
芋”美食文化旅游节后，新塘角村的祁阳
槟榔芋和红爪姜被广为关注，更为畅销，
并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到目前， 新塘角村种植祁阳槟榔芋
和红爪姜1000亩，95户269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脱贫， 村集体收入从2014年的

不足5000元，到现在10万元以上，即将退
出贫困村序列。

“即将脱贫摘帽， 大家非常兴奋。同
时，大家都认为要继续把祁阳槟榔芋和红
爪姜产业做大做强。把“姜·芋”美食文化
旅游节和乡村旅游办得更红火！” 该村村
民陈晓军接着说。

记者看到，新塘角村处处人头攒动，美
食街上摆满了当地的米粉、凉粑、米花、麻
糖等传统美食。 还有工作人员花费一周时
间准备，动用500公斤祁阳槟榔芋、300公斤
面粉、100公斤红枣、芝麻等配料，现场制作
的香芋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是到目
前为止湖南省最大的香芋酥。 免费试吃香
芋酥活动，把旅游节推向了高潮。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李寒露 彭
浩）12月14日， 随着又一批光伏扶贫项
目并网发电， 常德市123个光伏扶贫项
目已有95个并网接入，其余28个将在今
年底完成并网。

按照省发改委核准的光伏扶贫项
目， 常德市今年有123个贫困村的123
个光伏扶贫项目需要并网，接入电网工
程总投资540万元。 为做好这项工作，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积极配合市扶贫办，

从管理、 施工等层面责任到人、 服务到
位，努力打通光伏并网“最后一公里”。至
12月14日， 该市今年完成了95个光伏扶
贫项目并网， 其中国网石门县供电公司
已全部完成63个光伏项目并网工程。据
统计，常德市光伏扶贫项目可年发电441
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375万元，受益贫
困户数9407户。

建设稳推快进“颜值”大幅提升

邵东城乡大“蝶变”

茶旅一体化 产业更兴旺

安化冷市“热”起来

最大的香芋酥近1吨重
“姜·芋”美食文化旅游节上话脱贫

郴州“七个一”
夯实基层文化阵地
1044个村完成建设任务，
占全市行政村近半数

望城园区规模工业产值
迈上千亿台阶

零陵古街
换新貌
12月18日，永州市零

陵区人民西路，工作人员
对街道两旁建筑外墙实
施灯光亮化工程。人民西
路是历史悠久的老街，也
是零陵古城建设的重要
项目。新年临近，老街焕
发新姿。 李科燕 摄

常德95个光伏扶贫项目并网发电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刘相 吴炳贤)12月15日，在永州
市都庞岭自然保护区放置的60台红外
相机全部被取回。经查看，共拍摄到大
中型兽类12种和鸟类27种，其中包括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
以及白鹇、仙八色鸫等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4种。

为更好掌握保护区内大中型哺乳动
物（含地面活动鸟类）的种类、数量、分布
以及人为干扰等情况， 摸清都庞岭自然
保护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家底， 去年底以
来， 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携
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在道县月岩分局
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工作。 此次
观测， 采用被动式红外触发相机自动拍
摄的方法，总共布置了60台红外相机。红
外相机平时处于关机状态， 一旦有恒温
动物从红外相机前经过， 便会自动开机
拍摄。

永州都庞岭
监测到白颈长尾雉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胡飞云 )今天下午，湘潭市岳塘
区举办“四新岳塘等你来”2017年银政
企对接会， 为全区70余家金融机构、平
台公司、企业搭建产融合作平台，引导金
融活水服务实体经济， 解决企业面临的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活动现场共签
订协议21份，签约金额达243.133亿元。

2016年，岳塘区举行了首届银政座
谈会，经过共同努力，建立了良好的平台
和沟通机制， 促进了该区经济社会稳健
发展。今年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5.7
亿元， 同比增长12%； 财政总收入完成
40.2亿元，同比增长12.3%。全年新登记
企业近700家，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近
5000户，市场主体突破2万户。

岳塘区举办
银政企对接会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96763
0 1247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4
874
8012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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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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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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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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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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 1040 1334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65 173 374545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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