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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此时，德农牧业公司

的董事长严德忠给记者打来电话，记
者便顺势问及此事。他告诉记者，目前
已给华天集团提供了6万多元的牛肉
和腊肉，并直夸这一合作前景光明，对
扶贫帮困的作用巨大。

双龙镇驻双龙村扶贫干部龙敏芝
介绍，为提高“订单农业”的质量，扶贫
工作队给双龙村争取到了10万元的科
技扶贫项目， 并于1月2日第三次邀请
了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熊继东
来到双龙村，对村民进行“无耕栽培”
科技推广。

�荨荨（紧接1版③）出入境人员中，占比
最大的是中国内地居民， 超过7成，较
2016年增幅超过16%。 中国内地居民
由长沙航空口岸出境的前三位目的地
依次为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由长沙
航空口岸入境的外国籍旅客前三位依
次为韩国、泰国、马来西亚。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 长沙边
检站主动跟进长沙口岸扩大开放，主
动对接“把长沙航空口岸打造成国际
航空枢纽， 开辟通达五洲的空中丝绸
之路”战略目标，通过改进候检区域引
导、指示标识，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同
时优化勤务流程， 持续推广自助通关
服务，升级优化18个智能验证通道、12
条直通式全自助通道， 实现实际通行
能力提升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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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440647604.8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06 8 6 9
排列 5 18006 8 6 9 3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03 04 21 23 24 30 09+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2

8556199 42780995

102674385133719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6日

第 2018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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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1040 479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71 173 185283

7 2 0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
悉， 由于2018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基数基准值、2017年度全省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尚未确定， 为方便参保单
位和个人及时缴纳养老保险费， 省人社
厅日前发布通告， 明确了2018年度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基准值暂定
4491元/月。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
称个缴人员)按高档4491元/月（即暂定
缴费基数基准值的100%）、低档2695元/
月（即暂定缴费基数基准值的60%）为基
数缴费，当年的养老保险费一次缴清，也

可待缴费基数基准值发布后缴费。
符合《关于妥善处理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费缴纳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可以补缴或一次缴费至满15年的个缴人
员，可以高档4491元/月、低档2695元/月
为基数补缴或一次缴费至满15年， 也可
待缴费基数基准值发布后补缴或一次性
缴费。

参保单位的职工以其上年末月缴费
基数的110%，并按13473元/月（即暂定
缴费基数基准值的300%）封顶、2695元/
月保底（以下简称封顶保底）为暂定个人
缴费基数，按月缴费；参保单位按暂定个
人缴费基数之和为基数，按月缴费。

按政策规定已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国有农垦企业(包括撤场建区、
管理区、乡镇的原国有农垦企业)从事农
业生产的职工个人暂缓缴费。

停保、转出或退休的，可按实际缴费
基数办理相关手续；属单位职工的，也可
以申报缴费工资后按以4491元/月为基
准值封顶保底为个人缴费基数， 办理相
关手续。

符合养老金领取资格的退休人员，
按 2016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5013元/月)预核并预发待遇。2018年死
亡人员丧葬补助费、抚恤金，在2017年度
全省月人均养老金公布后再核定、计发。

14个市州首任监委主任
名单出炉

湖南日报1月6日讯（本报记者）昨天，长沙等11个市州
先后选出了首任监察委员会主任。此前，常德、益阳、永州三
市已率先选出监委主任。至此，湖南14个市州首任监委主任
已悉数出炉。

据了解，经投票选举，蔡亭英当选为长沙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包昌林当选为衡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赖馨正当选为
株洲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胡卫兵当选为湘潭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邓广雁当选为邵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李挚当选为岳阳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罗翠林当选为常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袁美南当选为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李永军当选为益阳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李超当选为郴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杨
永当选为永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周晓理当选为怀化市监察
委员会主任；徐勇当选为娄底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邓为民当
选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监察委员会主任。

未来5年我省将认定
30家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刘银艳 于振宇）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获悉，为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规
范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管理，近日，省委组
织部、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省级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根据文件要求，我省将按照“优化布局、示范引领、突出
特色、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全省重要区域、行业，重点产
业、领域发展需要，实行分批设立和分层管理，未来5年内认
定授牌30家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作为申报国家级继续教育
基地的基础平台， 并力争重点培育3至5家申报获批国家级
继续教育基地。

据介绍，省级继续教育基地将主要承担本区域、本行业
（产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骨干专业技术人
才的知识更新工作； 主动承担管理部门委托的继续教育公
共服务项目和继续教育师资培训任务； 主动拓展社会化继
续教育业务。 实施公益性继续教育时要对全体专业技术人
员平等开放。同时，要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新理论、
新技术、新知识、新方法的培训，不断增强专业技术人员的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

200多位文物专家深入探讨
达成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岳阳共识》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今

天，建立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监测及评估体系研讨会在岳阳举
行。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文物保护专家与会。会上达成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岳阳共识》，并提出在湖南进行试点，建立
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监测及评估体系。

这次会议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科技保护专项基金管
委会主办，湖南理工学院与岳阳市文广新局承办。会上，专家
们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分布
范围广、类型多样，在文物本体面临着衰老损坏自然规律的
同时，环境变化、自然灾害、人类活动、不当利用等因素也是
威胁文物保存的重要风险因素。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坚持以政
府为主导，同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依法合规参与文物的保
护修缮、监督管理、活化利用以及文物保护制度的设计。

会上，由省文物局联合湖南理工学院共同成立的湖南省
文物建筑保护利用重点科研基地揭牌。

100万平方米
养生小镇落户平江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唐送文）昨
天下午，平江县阳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与中房集团有限公
司在平江签约，签约额达20亿元，双方合作建设文化旅游、
生态农业、养老养生基地。此举标志着100万平方米的生态
养生国际旅游度假小镇将落户福寿山区。

自2014年开始， 阳光国际大酒店在平江县福寿山镇大
和村、尚山村流转土地1870亩，建设生态产业园，种植巴斯
马蒂黄金大米、黑米、救心菜等绿色食品；养殖生态鸡、鸭、鹅
和黑山羊。2016年在尚山村开发建设百果园，优先吸收两村
贫困劳动力80多人到园区劳动，每人每天150元，每月创收
2800多元，月付工资达30多万元。2017年8月，开发大和、操
场、石头坪、尚山百果园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线路，预
计可安排贫困人口就业上千人，有力拓宽了扶贫致富道路。

“打造山下农家大院，山中温泉养老、养生公寓，山上航天太
空城。”阳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叶琳说，“我们将打
造山下、山中、山上一条龙的旅游养老、养生基地。”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苏莉 ）
青春湘约，同心筑梦。今天下午，2018年
湘港澳台青少年春节联欢晚会（湖南）
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录制完成，来
自湘港澳台四地的青少年同台联欢，共
唱一首同心曲。

本场晚会由湘港澳台四地主持人
共同主持，将湘港澳台四地异彩纷呈的
地域元素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
相融合，讲述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下， 四地青少年携手并进的“少年梦”
“青年梦”“中国梦”。

由湖南师范大学舞龙队带来的《龙
腾潇湘》拉开了整场晚会的序幕。本次春
晚以“青春湘约·同心筑梦”为主题，由三
湘情、青春美、同心忆、中华魂、中国梦五
个篇章组成。经典花鼓戏《刘海砍樵》传递
出浓浓的湖湘风情，澳门青年展示的街舞
和京剧组合令人耳目一新，香港青少年带
来的芭蕾舞曲让观众尽享艺术浪漫。湘港
澳三地青年带来的朗诵节目《少年中国
说》把晚会推向高潮。

此次晚会由湘港澳经济文化交流
中心主办，湖南国际频道、湘港青年交
流促进会、 澳门爱国教育青年协会、海

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会、湖南北影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据悉，本场晚
会将于2018年春节期间，在湖南国际频

道、芒果TV正式播出。
近年来，湘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关怀、

港澳台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等湘

港澳台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此
次四地青少年春晚活动，为湘港澳台四地
青少年交流又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雷水君）辣椒精深加工、有机茶
叶生产……在汝城经开区农产品科技
园，当地有特色、上规模的农产品都能
找到相应的精深加工企业。1月3日，科
技园负责人介绍，该园还与5825户贫困
户签订了农产品产销协议，2017年带动
他们共增收5700多万元。

汝城县是全国粮食、 蔬菜生产大县

与重点产茶县， 县里有着丰富的特色农
产品资源。 为把资源优势变成精准扶贫
优势，近两年来，该县大力引进大型农产
品加工企业， 让当地特色农产品产销有
了保障，农民收入也“节节高”。落户汝城
经开区农产品科技园的鑫利食品是一家
对辣椒进行精深加工的企业， 使用先进
的红外线纳米烘干生产工艺， 产品畅销
多个省份。该公司与贫困农户签订订单，

结成利益共同体， 并引导他们种植朝天
椒。目前，与鑫利食品签订订单的贫困户
有3215户，共种植朝天椒8000多亩。

汝城县还引进汝城汇莱生态食品
有限公司、汝华生态食品有限公司等企
业，与贫困户结对开发花果茶、生姜、脐
橙、柰李等，贫困户可以土地、扶贫贷款
等入股，参加公司分红，还可在公司务
工赚钱，实现收入多元化。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从江华县城出发， 驱车100多公
里，来到瑶山深处的水口镇洋涓村和凌
江村，房屋内的一个个小水池，欢快地
游动着一群群娃娃鱼。近日，在特种养
殖户罗海林的养殖场，记者见到，罗海
林今年养殖的2000多条娃娃鱼， 生长
情况良好，罗海林和他的一些承包养殖
户，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笑容。

洋涓村和凌江村地处瑶山深处，山

高林密，交通不便，耕地少，发展种植产
业空间窄， 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谋生，
村民生活穷困。两年前，罗海林从广东
学习特种养殖回来，选定在洋涓、凌江
等村，开始了娃娃鱼养殖。通过四处拜
师学艺，和订阅报纸、杂志、上网等途径
了解最新资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
一年多的养殖实践，他的娃娃鱼养殖成
功了。

“光自己富了不算富，要带动村邻
一起发家致富才是真正的富。” 罗海林
将学到的知识结合自己的经验，摸索出

一套简便易学的养殖方法，发动村里的
几户贫困户一起养殖娃娃鱼，并无偿送
给养殖户们娃娃鱼种苗，并跟他们签订
了娃娃鱼回收合同。去年，罗海林还注
册成立了江华娃娃鱼专业合作社，实行
半公司化运作，统购鱼苗、分散养殖，加
强养殖技术指导，统一收购销售。发展
至今，合作社成员增加到了20户。

“娃娃鱼成了我们致富的‘金娃
娃’，在罗海林的帮助带动下，我们的脱
贫致富之路将越走越宽。” 养殖户罗平
开心地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基准值暂定4491元/月

灵活就业人员按高档4491元/月、低档2695元/月为基数缴费

校地融合闯新路荨荨（上接1版①）

校地共建的“阳光雨露”
微寒的冬月， 清风裹着草香拂过湘

潭大学南校门广场。 松柏巍然， 暗香浮
动，毛主席铜像、“三道拱门”、 毛泽东诗
词碑尽收眼底， 一幅恢弘大气的风景图
扮靓了城市的西郊。

2016年初，湘潭市启动“精美湘潭”
建设，将湘潭大学“毛主席铜像广场”和
琴湖公园的提质改造及校园美化、 亮化
纳入其中。2016年至2017年， 湘潭将多
所驻潭高校临街(路)的建筑与地段及校
园特色景观纳入“精美湘潭”建设范围，
打造了一大批校地共建的风景。

共建共融之初， 双方列出了46项校
地深度融合重点工作分工表， 湘潭市政
府和驻潭高校分别领到了工作任务。湘
潭大学校地共建中心主任易大东说：“在
校地共建机制推动下， 我校历时6年的
600亩土地征拆问题、 历时10年的南校

门拆迁安置问题， 都在这一年得到了彻
底解决，一批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校地融
合的力度和成效前所未有!”湖南科技大
学校地共建中心主任戴树根说：“湖南科
技大学需要地方支持的项目为11项，
2017年已经解决了4项，还有6项正在深
入推进； 湘潭地方需要学校支持的项目
为12项， 绝大部分已经完成或正在进
行。”

“我负责阳光雨露， 你负责茁壮成
长。” 此话形容湘潭校地共建十分贴切。
在校地双方共同推动下，共生共荣、共建
共享、 互利共赢的校地共建新格局已经
形成。

校地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高校依城市而兴，城市因高校而盛。

校地共建只是第一步， 如何实现校地互

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双方发展
的需要，也是共同的追求，湘潭市与驻潭
高校选择了一条产业、文化、学科深度融
合的新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湘潭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欧阳晓平在湘潭
高新区成立了湖南省首家院士创新产
业园。 他重点研究的具有完全知识产
权的巡检机器人获得成功， 如形成规
模化生产，产值可达到20亿元以上。在
欧阳晓平的牵头下， 该产业园又吸引
了邓中翰、王浩、罗安、王贻芳4位院士
入驻，预计5至10年内将形成一个百亿
元规模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书写“一位
院士打造一个产业园” 的校地融合神
话。而正是在这批院士、教授和科技人
才的“智力”支持下，湘潭才更加有底
气崛起“智造谷”，更加有信心进行老

工业基地的产业振兴。
据了解，在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湘潭

市与湘潭大学共建了产业创新研究院、
院士创新产业园、湘潭大学科技园、湘潭
海泡石产业研究院，组建了海工装备、电
力装备、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湖南科技大
学主动对接湘潭“智造谷”建设，优化学
科专业设置，形成了光机电一体化、装备
制造、土木工程、电子电气、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等一批应用研究优势学科， 与湘
潭市企业签订横向合作项目200多项。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软件学院
等多所驻潭高校， 都与湘潭本地企业深
度合作，合作范围涵盖了湘潭“1+4”(即
一个重大支柱产业———智能装备制造
业，四大重点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食
品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为湘
潭产业发展提供着智力支持。此外，校地
双方在文化融合、 学科融合上也在深入
推进。

青春湘约 同心筑梦
湘港澳台青少年春晚录制完成

瑶山游出“金娃娃”

以精深加工助脱贫
汝城农产品科技园与5800多户贫困户签订农产品产销协议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基准值暂定

4491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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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月6日，2018年湘港澳台青少年春节联欢晚会（湖南）录制现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