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夏艳辉 王灿）近日，设在益阳市
赫山区的和天电子有限公司获得4项专
利授权。该公司是广东工业大学等3所高
校的产学研合作基地， 已获得发明专利
12项。今年1至11月，公司销售额同比增
长35%。

在赫山区，企业科技创新蔚然成风。
去年， 该区企业共获得专利授权376项，
在益阳市排名第一， 占全市总量24.7%。
今年1至11月， 该区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377项，同比增长7.7%。

为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近年来，赫山
区着力扶持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
产学研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省市级工
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
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对设立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机构的企业， 分别一次性奖
励30万元、20万元。该区企业艾华集团与
中南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建立
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等研
发平台，先后获得专利授权119项，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节能灯铝电解电容器制造
企业。

赫山区还采取措施，增强企业知识
产权意识。区科技局每年底为企业制定
下一年度知识产权战略方案，对企业相
关人员进行培训辅导，并建立知识产权
工作站，入驻工业集中区，实行专人跟
踪服务。对实施专利产业化项目且年新
增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区里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获得省
名牌产品、入选省级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获得
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

产品以及省长质量奖的，一次性奖励30
万元。

同时，赫山区按照“培育一批、辅导
一批、申报一批”的工作机制，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该区共有高新技术
企业27家，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生力军。

“新桂阳”客户端上线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白培生 李秉钧 罗徽） 今天上

午，“新桂阳”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运行。这是桂阳县适应传
播新趋势，利用湖南日报社开发建设的“新湖南云”数据资
源而打造的新闻客户端。

“新桂阳”由桂阳县委、县政府联合湖南日报社共同打
造， 将成为发布桂阳声音的主平台、 推介桂阳资讯的主渠
道、展示桂阳形象的主窗口。“新桂阳”将综合应用文字、图
片、动图、视频、直播等多种技术手段，快捷提供桂阳本土时
政、产业、文化、民生等各类资讯，让桂阳日新月异的发展在
主流新媒体平台得到及时展示、广泛传播。“新桂阳”将与新
湖南客户端、有关部门网站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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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李曼斯 杨
述红）“有了新阵地，晚上可以经常组织党
员学习，让十九大精神真正地入脑入心。”
今天，在宁乡市历经铺街道，历经铺村党
小组长方国知介绍，党员来阵地学习成了
常态，党小组便给每名党员准备了刻有名

字的茶杯，阵地使大家有了归属感。
据了解，历经铺街道党工委为注入党

建工作活力，今年以来着力夯实基层基础
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上新台阶。今年，街道
4个社区、5个村的组织活动场所都进行了
规范化建设，38个党小组按照“一间活动

室、一面党旗、一套学习桌椅、一个书柜、
100册书籍”的标准加强了阵地建设。与此
同时，街道创新党建活动，组织开展了“汇
聚青春正能量、共建文明新东城”知识抢
答赛、“我为党旗添光彩、 我为东城当先
锋”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金慧 李孟
群）长沙已入寒冬，12月20日上午11时多，
望城区乔口镇养老服务日间照料中心已
传出菜香，周边的一些老人正在这儿下棋
打牌、健身读书、看剧练字，一派其乐融融
的景象。不一会儿，厨房便端出热腾腾的
饭菜，四菜一汤，90岁以上老人免费用餐，
60至90岁老人低偿用餐。这是望城今年纳
入全国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后出现的一个温馨瞬间。

据了解，为了做好养老服务，望城区坚
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公益性服
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 统一标准与因地
制宜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形成了社会参与、
运行规范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格局。 该区
大胆改革，创立了“1334”模式，即：落实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的一个阵地， 搭建了
政务服务平台、市场服务平台、互助服务平
台3个平台，建设了志愿者、专业人士、老年
人服务3支队伍， 创建了政府投入机制、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星级评定机制、 服务
质量跟踪和服务效应评估机制、 创建定期
居家养老工作交流机制4套机制。

“‘1334’模式发挥了巨大的效应，让望
城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望
城区民政局局长唐晓卫介绍，全区制定《长
沙市望城区基本养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制
度》，对于今年新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全部交由社会力量运营， 培育和打造了康
乃馨、湖南发展侨亚、坤元社工等一批品牌

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此外，区民政局还
积极组织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 健康老人
与病弱困难老人就近、 就亲、 就便帮扶结
对，出资128万元探索开展空巢老人巡访服
务，全方位做好养老服务。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13个， 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个，
并加快了农村幸福院建设步伐。今年，预
计全区每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平均
服务老人1万人次以上。

赫山 企业科技创新力度大
今年1至11月获得专利授权377项，同比增长7.7%

望城 名望之城老人笑开颜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显成效

两部“美丽中国”
微电影在临武开拍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通讯员 李

进科 记者 李秉钧）12月20日，“美丽中
国”系列微电影《石来运转》《龙飞凤舞》
在临武县开机拍摄。

“美丽中国”系列微电影是由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央新影微电影台、央
视微电影频道等单位共同组织拍摄的，
将拍摄微电影300部，包括《魅力百县》
《璀璨丝路》《大地飞歌》 等三大系列，旨
在展示我国各地的厚重人文和自然风
情，让世界看到美丽中国。

据悉， 临武县今年开工建设了华夏
（临武）龙文化微电影小镇项目，项目区
域内将拍摄小镇主题系列短片100部，
打造全国性微电影拍摄基地。这2部微电
影完成后， 将在央视微电影频道以及新
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主流网站播岀。

江永县监察委员会
挂牌成立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12月21日， 在江永县行
政会议中心办公楼前， 江永县监察委员
会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永州市率先成立
的县级监察委员会。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江永县十七届人
大二次会议上， 选举产生了江永县监察
委员会主任。根据江永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 新当选的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唐阳
陵提名，江永县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了3
名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5名委员。唐阳
陵率领新当选的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国
徽下进行了庄严宣誓。随后，召开了江永
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大会，县纪委、县监委
入驻新办公室正式合署办公。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杨元
崇 通讯员 王本忠)� 14只野生普通鸬鹚
在古丈县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
围内的高峰镇葫芦溪口酉水河面上，时
而排成人字飞翔， 时而双双比翼齐飞，
时而独自潜水捕食……今天，高望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鸟类调查人员
告诉记者，调查人员在该保护区酉水河
流域进行冬季鸟类监测时，首次发现野
生普通鸬鹚群。

从调查人员拍摄到的图片来观察，
它们体长约80厘米，体重约2千克。通体
黑色，头颈具紫绿色光泽，两肩和翅具
青铜色光彩，嘴角和喉囊黄绿色，眼后
下方白色，头颈有白色丝状羽。

据鸟类调查人员推测，此次发现的
野生普通鸬鹚群，应该是从北方迁徙而
来。他们分析，普通鸬鹚多数为留鸟，栖
息于河流、湖泊、池塘、水库、河口及其
沼泽地带。它们的到来，正说明酉水河
的水质日益得到改善，水变清了，鱼儿
多了，“山水丛林盆景”般的高望界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自然成了它们越冬的栖
息家园。

高望界位于古丈县城的东北部，北
临酉水河， 最低海拔170米， 最高海拔

1146米，境内山脉西南高，东北低，恰似
一个放大了的“山水丛林盆景”。通过多
年保护， 至今已在区域内发现近200种
鸟类， 已记录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7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分别是

白颈长尾雉、金雕和中华秋沙鸭，国家
二级保护鸟类24种，分别是鸳鸯、白冠
长尾雉等。

据了解，普通鸬鹚已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樊思源）
今年，开福区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成就了精美
幸福的五“零”（服务零距离、安全零事故、环境零污染、治安零
发案、居民零上访）社区。

开福区有107个社区（村），为了完善党组织建设，消除“空
白点”，今年科学调整了507个工作网格，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构
建网格党支部为核心，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各类社区自治协会
共同服务居民的“一支三会”新模式。网格采取“1+2+X+N”的
共建力量，“1”即网格党支部；“2”即网格长和网格员，党支部书
记一般由网格长兼任；“X”即网格内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社会贤
达、楼栋长等；“N”即整合城管、工商、食药监、环保、安监、公安
等职能部门工作力量，组建街道综合执法服务队。

以网格为单元，实现了多渠道收集快、优流程反应快、
强调度处置快，群众诉求一般在24小时内可以处置完成。

开福区党建成就五“零”社区

古丈高望界发现野生濒危物种
至今已在区域内发现近200种鸟类，已记录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7种

新闻集装

历经铺街道38个党建阵地提档升级

� � � � 12月15日， 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域———古丈县高峰镇葫芦溪口酉水河面
上， 发现野生普通鸬鹚。 王本忠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1日

第 2017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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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1040 327600

组选三 491 346 169886
组选六 0 173 0

3 1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21日 第2017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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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314099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8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00101
1 26068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21
79117

1478684
13260907

66
3056
55066
508434

3000
200
10
5

0814 20 21 2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