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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务工人员
撑起“保护伞”

常德市去年共为务工人员追讨
工资9412.1万元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王波 周峰）1月
11日，在常德市万达广场项目建筑施工现场，当得知四川
广元务工人员李吉强和工友们的工资都已经及时足额领取
后，常德市人社局督导人员舒了一口气。

临近春节，常德市人社部门联合住建、公安等部门，加
大对农民工工资“清欠保支”工作的调度、督导、监管、打击
力度，以确保全市重点建设项目于2月上旬前将务工人员工
资兑付到位，对于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将重拳出击，予以坚
决打击，让务工人员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2017年，该市共处理以务工人员为重点的工资拖欠案
件535起，涉及劳动者1.4万人，追讨工资9412.1万元。

“盲品”米饭辨高下
Y两优900和五常大米脱颖而出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文耀）昨天,长沙科技新
闻学会的会员们来到浏阳市永安镇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 参加了一次有趣的
优质米饭“盲品”活动。用科技工作者的舌尖，来考评几款优
质大米的口味。

只见袁创公司食堂中央，摆着6个电饭煲，上面贴着1
至6号6个数字，里面是蒸熟了的由袁隆平超级稻团队研发
的袁创Y两优900、Y两优911、Y两优957、五常大米、泰国香
米和超市购买的普通大米。 但至于这些米分别装在贴在哪
一个数字的电饭煲中，人们却不得而知。

会员们手持小勺，排队轮流取食，细细品尝完6锅米饭
之后，“考场”工作人员会给每个人发放两只乒乓球，评委们
只需将乒乓球， 投入自己喜欢吃的那两款大米的号码烧杯
中即可。

这些科技文化工作者以自己独有的细心与审慎， 仔细
地品尝着每口米饭， 并轮流将乒乓球放入自己心仪的编号
烧杯中。 大家纷纷猜测，第一号饭煲中的饭明显没有后面5
锅的香甜，但后5锅的米饭差别实在太小，只有十分微弱的
口感差别。 有些细心的女同胞还将每个锅的饭舀一勺放入
盘中，同时品鉴，细细甄别之后，方才投出了神圣的两球。

最后，长沙市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左涛先生揭晓答案：
Y两优900与五常大米成为大家“盲品”之后，共同的最爱。

1月11日刚刚带领“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 荣获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著名杂交水稻专家、
袁创公司首席科学家邓启云博士介绍， 超级稻提升的不仅
仅是中国水稻的产量，也要做成中国最好吃的大米，让老百
姓碗里的饭又安全，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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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1月 1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李云海）1月12日上午11时许，随着临湘市坦渡镇灯明村党
支部书记张远清不折不扣走完述职、点评、测评等一整套
规定动作，该市161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党建述职活动
完美收官。

村（社区）党建工作抓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党支部书记
领头雁效应发挥得如何。 临湘市将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述
职作为激活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来实施。 2017年12月
上旬，该市组织部门及早发动，宣传造势，干部分点联片，
下乡进村上门指导。 督促各乡镇（街道）党（工）委通过实地
调研、座谈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对述职对象年度工作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要求其按照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成绩、查
摆问题、剖析原因各占三分之一篇幅）如实撰写述职报告。
述职时严格按照述职汇报、现场提问、领导点评、综合测评
等“四个环节”来进行。 詹桥镇率先启动，其他乡镇（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组织委员现场观摩取经，回去后全线铺
开，进展顺利。 最终，该市有24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综合
测评为优秀， 受到表彰奖励；12人基本称职；3人被评为不
称职，被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并接受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

临湘市开展党建述职
村（社区）支书一一亮相

制图/李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14日

第 2018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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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1040 328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74 173 133902

0 4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14日 第2018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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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2508150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7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56113
6 1483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73
96099

1708775
9063964

78
3476
62265
311114

3000
200
10
5

1107 09 17 2908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1月12日， 张家界纳百利
国旅自行研发的旅游电商平台“纳百利旅
游网”（http://www.nbl-tour.com） 正式
上线，张家界智慧旅游建设再添生力军。

张家界纳百利国旅是纳百利旅游文
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纳百利旅游文化
集团于2007年进驻湖南张家界， 旗下拥

有张家界纳百利皇冠假日酒店、 张家界
维也纳酒店等多家子公司， 主要涉及酒
店、旅行社及旅游商品等行业。 作为一款
创新旅游电商平台，“纳百利旅游网”既
不同于以携程分销商为代表OTA旅游企
业模式，也不同于以“去哪儿”为代表的
平台类企业， 是专为旅行社实现产品多
元化网络渗透和转型升级打造的旅行社

管理系统，具有简单、方便、快捷、易操作
的独特优越性。主要业务板块有跟团游、
自由行、定制游、酒店、会议、景区门票等
单项服务，集中展示、销售景区、宾馆酒
店、 旅游商品等。 游客登录纳百利旅游
网， 就可以查询各景区概况和住宿、攻
略、线路、租车等信息，在线预订景区门
票和酒店， 让旅客能够获得公开全面的
旅游信息，根据游客兴趣定制旅游产品，
以无缝的方式将旅客行程连接， 最大程
度地满足游客的需求。

�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全杨科 罗德发） 1月12日， 湖
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分别和中国创
伤救治联盟、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中国创伤救治联盟怀化
市区域创伤救治中心” 与“空中救援基
地医院” 合作协议。

“创伤救治中心” 与“空中救援基
地医院” 落户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是一次“广度” 与“速度” 的有力

结合， 将有效解决当前怀化市创伤救治
学科的发展困局。

“创伤救治中心” 将广泛建立起规
范高效的急救流程以及快速响应的信息
网络， 学科发展依托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 高度整合湖医附一医院及怀化各县
市医院的院前急救、 急诊评估和综合救
治3大环节， 建立起涵盖乡、 县、 市的3
级创伤救治体系， 形成闭环式区域性创
伤分拣、 转运救治流程， 根据患者伤情

以最短的时间将患者转运至相应医院，
实现怀化市区域内地理位置人口“医院
全覆盖”。 “空中救援基地医院” 建设，
将大大提升120急救的速度。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李
峰介绍， 医院将依托中国创伤救治联盟
的学科资源， 发挥救急、 救难、 救险的
“空中120” 救援优势， 推动怀化市急救
体系和航空救援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造
福怀化市及周边地区的重症创伤患者。

九龙江入选
“中国森林氧吧”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通讯员 黄
树兰 何少骥 记者 颜石敦 ） 今天，
汝城县九龙江森林公园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 该公园森林覆盖率已达97.4%。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17中国森林氧吧
论坛上， 该公园成功入选第三批“中
国森林氧吧”。

据介绍， 入选第三批“中国森林
氧吧” 的31家单位， 都是相关专家从
众多申报单位遴选出来的， 它们森林
茂密、 生态优美、 空气清新， 是游
憩、 度假、 野营等首选之地。 目前，
全国共有115家森林生态优胜之地入
选“中国森林氧吧”。

九龙江森林公园位于汝城县东南
部， 总面积8436.3公顷， 境内保存有
完整的原始次生林群落及南岭山脉低
海拔沟谷阔叶林， 有木本植物80科
456种， 草本药用植物256种， 有古树
名木5万株以上。 九龙江森林公园空
气负氧离子含量极高， 每立方厘米达
17万个，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

一中心一医院落户怀化

创伤急救和空中救援造福市民

张家界“纳百利旅游网”上线

手工年货
红薯粉条

1月14日， 江永县上
江圩镇龙田村，村民在出
售手工制作的红薯粉条
给外地客商。 冬闲时节，
该县农村能人充分利用
当地资源，加工生产红薯
粉条， 供应春节市场，既
提高了农产品价值，又增
加了收入。

田如瑞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唐文利 欧阳希

2017年底， 郴州市北湖区江口风电场、
铠楠珠宝首饰加工基地等14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 竣工， 总投资40多亿元。 北湖区委书
记、 郴州经开区党委书记蒋利民说， 要继续
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实现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近日， 记者到北湖区走访， 感受当地项
目建设新气象。

“全程服务” 促开工

重点项目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和重要支撑。

走在北湖区大地， 记者看到一个个项目
建设工地热火朝天。 北湖机场项目现场机器
轰鸣、 工程车来来往往， 400多名建设者冒
着严寒抢抓项目进度。

2017年来， 北湖区咬住重点项目建设不
放松， 深入开展“四比四赛” （比前期赛开
工、 比担当赛落实等） 活动， 相关责任单位
和服务单位从项目手续办理、 征地拆迁、 矛
盾纠纷调处、 资金筹措等， 全程提供“保姆
式” 服务， 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开工。

北湖区委副书记、 区长、 郴州经开区管
委会第一主任王洪灿， 对全区干部提出要
求： “要以‘四比四赛’ 活动为契机， 一切
围绕项目转、 一切为项目服务、 一切为项目
让路。”

2017年5月“四比四赛” 活动启动后，
各施工单位比前期赛开工， 各责任单位、
服务单位比担当赛落实， 项目建设热浪滚
滚。 6月28日， 创新创业电商基地等9个项
目集中开工……12月19日， 又有德润龙庭
等7个项目集中开工。

据介绍， 2017年北湖区
共开工产业、 基础设施等重
点项目205个， 总投资702.77
亿元。

“百日攻坚” 抢进度

为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2017年7月，
北湖区挑选25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攻坚： 确
保百日之内3个计划开工项目100%开工， 4
个计划竣工项目100%竣工， 18个在建项目
100%完成形象进度。

北湖区对25个重点项目逐一分解落实责
任领导、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进一步加强调
度， 迅速形成了互比互学、 你追我赶推进项
目建设的良好态势。

十九完小改扩建 （一期） 项目是这次
“百日攻坚” 活动的重点项目之一， 之前由
于涉及门面、 办公楼、 家属区等拆迁， 项目
进展缓慢。 “百日攻坚” 战役打响后， 作为
责任单位的区教育局、 人民路街道加压奋
进， 累计拆除房屋248户， 计3.89万平方米，
该项目实现顺利开工。

沐浴着冬日暖阳， 不少市民在仙岭湖体
育休闲公园游玩， 崭新的自行车道引来一拨
拨骑行爱好者。 该公园环湖基础设施建设是
北湖区“百日攻坚” 重点项目之一， 2017年
10月份全面竣工， 市民又多了一个健身休闲
的好去处。

通过“百日攻坚”， 北湖区25个重点攻
坚项目共完成投资19.1亿元， 占目标任务进
度的143.21%， 3个开工项目全部开工， 4个
竣工项目全部竣工。

“产业主导” 增实效

近年来，北湖区坚持“产业主导、全面发
展”战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现代农业，推动产业升级。

据介绍， 2017年， 该区启动的
205个重点项目， 其中产业项目就占

101个， 涉及电子机械制造、 矿产品精深加
工、 商贸物流、 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

郴州经开区是北湖区产业项目建设主战
场。 2017年， 郴州经开区启动重点产业项目
22个， 其中天珑芯科技、 九鼎饲料等15个顺
利竣工投产。

走进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看到工
人们在熟练操作机器， 进行手机注塑处理。
该公司2016年10月落户， 2017年5月正式投
产， 月产手机200万台， 预计年产值可达20
亿元、 创税收2000万元以上， 提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

在九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也一派红
火。 该公司2017年9月竣工，
预计年产值逾1.5亿元， 年缴
税1000万元。

产业兴则经济兴。 2017
年， 北湖区预计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396亿元，比上年增长
7.5%； 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0.18
亿元（不含郴州经
开区），总税比达到
74.6%，财税质量比
上年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