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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陶芳芳 周密）长
沙市天心区传来好消息：备受关注的2017
年全国民生示范工程评选于近日在北京
揭晓，由该区区委、区政府实施的养老事业
“第一民生品牌”项目榜上有名。据悉，天心
区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正着力构建起以区
社会福利中心为龙头， 社会养老机构-街
道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覆盖网为主体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在
家门口畅享养老服务。

天心区60岁以上老年人目前已逾10
万人。近年来，该区将养老事业项目化，探
索“政府主建，企业运营”的养老模式，专门
出台了《天心区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补
贴制度》等政策，财政每年预算120万元，
划出关于社区养老的硬杠杠。例如，社区
办公服务用房要拿出一定比例面积用于
养老服务，无养老服务设施的，则通过购
置、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用房，力争
实现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100%的城市
社区、60%以上的农村社区。同时，采取补
贴制度，逐步在每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引
进社会养老机构进行管理，为老人提供专
业化服务。 在南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
有日间照料、文娱活动、手工制作等功能，
社区老人们纷纷说： 每天在这儿跳舞唱
歌、学手工插花 ，过得十分充实、快乐。

天心区还着力探索“智慧健康养老”
模式，让老人享受到高效便捷的现代化养
老服务。如融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
立的“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集紧急医疗
呼叫、健康评估及干预等于一体，能第一
时间掌握老人情况。 此外， 推进“医养结
合”， 目前已有25家养老机构与13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合作。

“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把养老
事业办成天心区的‘第一民生品牌’。”天心
区区委书记朱东铁说。目前，全区共有养
老服务机构48家，基本建立起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覆盖城乡的
养老服务格局。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杨卫星 廖如兴 吴
东东）1月5日，涟源市七星街镇仙洞村贫困村
民龚东初高兴地说：“在政府关心下， 我们村
里10户贫困户建起了一座60千瓦的光伏电
站，既不要我们出成本，也不要我们管维修，
头3年我们每户每年可净得收入3000元，今后
7年每年还可得600元。”据了解，2017年，涟源
市规划建设57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目前已
全部建成，实现并网发电。

涟源市把实施光伏扶贫工程作为脱贫攻
坚的重要举措，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从2017
年起，用3年时间，对全市建档立卡的148个贫
困村和6000余户贫困户，因地制宜，有计划分
年度推进光伏产业扶贫。2017年的建设任务
是， 在57个贫困村各建一座装机容量60千瓦
的光伏电站。

在光伏电站建设中， 涟源市因村因户施
策，精心规划选址，充分利用现有居民住宅和
学校屋顶、水塘、山坡、村级活动中心等处，并
采取“渔光互补、农光互补、光伏车棚”等方式
进行建设， 最大限度发挥土地使用效益。同
时， 对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承建单位， 按照公
平、公正原则实行公开招标，并要求村委会向
光伏扶贫受益户进行公示， 确保项目实施阳
光、透明。

涟源市还积极探索科学的筹资方式、收
益分配和运维管理方法， 对每个村级光伏电
站工程建设， 按照上级奖补资金和市扶贫整
合资金达到投资的90%、承建企业垫资10%的
原则进行筹集。 明确光伏发电系统建成投产
后，前3年，贫困户每座每隔12个月保底收入
为3万元；3年后，承建方和电站建设村按1比9
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据统计，该市2107年建
成的57座光伏扶贫电站，按每座10户、每户每
年3000元计算，全市前3年每年可为贫困户增
收171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月7日，位于新田县龙泉镇东升村一带
的秀峰富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
如同一幅美丽的水彩画：青山下村落轮廓分
明，村前小桥流水潺潺；红菜薹、香葱、韭花
等，把农田泼洒得五颜六色……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在其间漫步，或下
田采摘蔬菜，或在小溪前垂钓。 游客们纷纷
说，仿佛回到了孩提时光。

带领村民们组建合作社的是东升村
党支部书记刘道忠。 刘道忠1965年出生，
1981年从东升村南下广东打工， 几经拼
搏， 在广东几个蔬菜市场有了自己的摊
位， 从事蔬菜批发。“做了多年的蔬菜生
意，我还是觉得家乡富含硒元素的土地上
种出来的蔬菜香嫩可口。 ”刘道忠忘不了
浓浓的“乡愁”，萌生了返乡发展蔬菜规模
种植的想法。

“特别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让我眼前一亮。 ”刘道忠说服
与自己打交道多年的广东东升农场负责人
区景泰，回到东升村流转6500亩耕地，建起
大型冷库、新型农民培训楼等，带领大家组
建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外向型富硒蔬菜基
地，产品主要销往粤港澳，并出口到东南亚
一带，常年聘用员工600余人。

2013年12月，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
出：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
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

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刘道忠的心思又动了起来：何
不将基地打造成让人们寻找“乡愁”的景点？
刘道忠请来专家， 整体规划农业产业观光
园。 为了流转邻近村庄的耕地，他挨家挨户
上门做工作。 最多的一家，他去了20多次，才
签下土地流转合同。

2015年春，刘道忠促成广东东升农场总
部从广州市番禺区搬迁至东升村，追加投资
1亿多元，基地面积扩大至1.42万亩，建好了
展示厅、漂流码头、泡水区、百菜园、动物小
镇等。 2017年，秀峰富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生产、销售有机蔬菜30多万吨，实现销售
收入1.5亿多元，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 当年，
全省“一户一产业工人”现场会还在这里召
开，其做法受到各方称赞。

东升村村民邱运忠向记者介绍：“2013
年以前， 我们种田每亩收入不过一两千元。
2017年，我一家在合作社务工、基地分红、开
办农家乐的收入，达15万多元。 ”2017年，东
升村被评为永州市小康示范村。

刘道忠兴奋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这让我们吃下了
定心丸，今年，我们计划再扩种2万亩富硒蔬
菜。 争取用3到5年时间，把农业产业观光园
扩大到5万亩以上。 ”

乡村振兴纪实

通讯员 张正吾 郭宏亮 项荣

“我们生产的生物有机肥有效期长，可
达5至6个月。”1月7日，在桃江县马迹塘镇，
湖南恒亚净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亚向客户介绍说。

今年38岁的王亚是桃江县马迹塘镇居
民， 早年到甘肃酒泉打工，2014年返乡创
业、照顾父母。了解到当地王家村年出栏生
猪10万多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他萌生
了以猪粪等生产生物有机肥的想法。 在三
里洲村，他租赁5亩地，建成了堆料场，购买
了设备，并引进广西一家公司的生物技术，
注册成立了公司。

正当王亚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 却发
现由于所用原料不同， 引进的技术派不上
用场，投资的200多万元眼看要打水漂。这
时， 桃江县人社局局长徐灿红带人找上门
来，鼓励他重整旗鼓干下去，并将生物有机
肥列为县里的就业创业项目， 给予重点扶
持。

县人社局推荐王亚参加了县里举办的
培训，并从湖南商学院请专家上门指导。他
自己也刻苦钻研，开发新型生物菌种。历经
艰苦努力，2017年， 王亚的公司生产出了
以猪粪等为主要原料的新型生物有机肥，
并通过省有关部门的检测。

在公司生产车间， 王亚抓起一把刚加
工出来的生物有机肥说，这种肥料偏碱性，
无异味，适用于蔬菜、茶叶、葡萄、药材、花
卉等旱土作物。

桃江县闽益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易爱
民说， 他在蔬菜基地施用王亚的生物有机
肥，种植的苦瓜更苦、西瓜更甜，辣椒又辣
又香又甜，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到2017年底，王亚的公司已与36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签订了销售合同，
年销售生物有机肥3000多吨，被评为益阳
市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优质企业。现在，
王亚又在马迹塘镇租赁了一处旧厂房，正
在改建仓储车间，将扩大生产规模，力争年
消化猪粪等1万吨。

创业记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姚学文）长
沙市民办教育机构目前已突破2000家。这
是记者从长沙市1月5日举行的民办学校
“十佳”举办者表彰大会上获得的信息。

近年来，长沙市通过规范办学行为、开
展专项治理、 营造宽松办学环境等多条途
径， 不断推动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仅
2017年依法撤销8所学校擅自设立的教学
点， 对近10所违规办学的民办学校进行依
法处理。”长沙市教育局民教处处长刘凯希
说。

目前， 长沙市共有民办学校或机构
2050家，其中民办中小学43所，民办幼儿
园1377所，民办职业院校31所，民办培训机
构599所。与2012年相比，增幅达62%。全日
制民办学校现有在校学生32.98万人，占全
市在校学生总数的16.7%，有效满足了人民
群众对不同教育的需求。

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 民办教育举办
者功不可没。 为了鼓励这些优秀举办者为
民办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 长沙市民办教
育委员会和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牵手”，
举办了首届民办学校“十佳”举办者评选和
表彰活动。

据悉，这次获得“十佳”荣誉的举办者
是：长沙市明达中学曹建新、浏阳市新文学
校张运釮、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吴芳、宁乡市
金海中学杨建新、 雨花区万婴蒙氏幼稚园
黄平、雨花区思齐培训学校李章、长沙县湘
郡未来实验学校李旭、 岳麓区博才培圣学
校李桂、岳麓区用心教育培训学校虞贵明、
宁乡市玉潭中学李跃军。

另还有4位举办者获得提名奖：开福区
竞争力教育培训学校刘耿、 岳麓区艾蒙奇
艺术培训学校肖潇、 长沙芙蓉区新东方培
训学校陈隆、长沙市启航学校常海。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刘梅 崔豪帅

“感谢你们的精心救护，才将村里的这
棵百年古樟树救活了， 我们大家都好开
心！”1月7日，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
大塘乾村肖家组的一棵古樟树前， 面对正
在给古樟树输送营养液的
林业技术人员，村民艾能武
心情颇为激动。

2017年11月21日，冷
水滩区林业局接到群众反
映称，在大塘乾村肖家组桥
边， 有一棵百年古樟树有
濒临枯死的迹象。 得到信
息， 该局马上安排技术人
员到现场进行调查。 经勘
察发现： 由于村民在古樟
树附近修建水泥地， 水泥
浆下渗造成古樟部分根
腐。 另外， 古樟树下堆放
稻草发沼， 也影响了树木
生长； 古樟树树枝上还有
许多虫巢， 虫害导致古樟
树叶子稀疏、枯黄。

搞清楚原因后，林业技
术人员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督促村民立即清除堆放在
树下的稻草，并进行营养液
输送，还请来专业杀虫公司
进行杀虫。经过一个多月的

精心救护，古樟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不少
枯黄的树叶逐渐转为翠绿。

“以后我们会加大古树名木的保护
宣传工作，同时加强保护管理，加大古
树名木的日常养护和抢救复壮工作。”
冷水滩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伍
从德介绍。

宁乡市
建立企业名录库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李曼斯 林玉
香）今天，宁乡市统计局透露，该局已建
成998家企业名录库，将大大提高统计工
作效率。

据介绍，2017年4月以来，宁乡市统
计局对全市29个乡镇（街道）及经开区、
高新区、 金玉工业集中区的企业单位进
行“一套表”大清查，建立健全相关档案
卡。还通过抽查、走访，发现并整改了统
计基础、企业生产经营、统计行为等方面
存在的一些问题。

“建立市内企业名录库，不仅可以高
效掌握行业发展动态， 还能加强对企业
的引导和监管， 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宁乡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说。

邵东县
湖南快乐戏迷巅峰会举行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唐志平）5日上午， 湖南
快乐戏迷5周年巅峰会在邵东会议文化
中心启动。这次活动为期两天，将由湖南
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龙兰湘、刘赵黔、宋
谷等，为当地戏迷送上戏曲、相声、川剧
脸谱等多门类多场次表演。

这次活动由省文化厅指导， 中国戏
曲广播联盟、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省戏
剧家协会主办， 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传承深
厚的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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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民办教育机构突破2000家
首届“十佳”举办者受表彰

用猪粪生产有机肥———
“打工仔”返乡创业变废为宝

百年古樟得救了

新闻集装

最是乡愁割不断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7日

第 2018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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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1040 297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2 173 150856

0 1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7日 第2018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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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845360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6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8 1910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14
46597
995581
8173779

26
1559
33443
265368

3000
200
10
5

0414 17 20 3116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王建军）昨天上午，首届武陵山片区房车
旅游展暨“房车旅游走进武陵山”活动在张家
界启动，来自怀化、邵阳、益阳、常德以及重庆
酉阳、湖北恩施、贵州遵义等地旅游主管部门
负责人和旅游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并联合发
布武陵山片区4条房车旅游精品线路。

据了解，这次发布的4条房车旅游精品
线路为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芙
蓉镇、红石林、凤凰古城）-怀化(洪江古城)

-邵阳（崀山）、 张家界-吉首-凤凰-贵州
（遵义）、张家界-酉阳（桃花源、龚滩）-恩
施（梭布垭石林）-宜昌（长阳清江画廊）、长
沙-韶山-益阳-常德（桃花源）-张家界。

作为“冬游张家界”10大主题活动之
一，这次活动以“房车新旅行、旅游新体验”
为主题，由张家界市政府主办，张家界市旅
游协会等承办，通过开展“开房车旅行送景
区门票”等主题促销活动，吸引房车游客走
进武陵山片区。

房车旅游走进武陵山

� � � � 1月7日，道县第五中学的学生在表演舞蹈《黎乡笠影》。当天，以“放飞梦想 共筑中国梦”为主
题的道县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在影剧院举行。近年来，道县强化学校艺术教育，开设各类艺术教育课
程，成立各类艺术社团等，不断提升学生的艺术素质。 何红福 李淑娟 摄影报道

艺术展演展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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