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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郤成） 据长沙海关统计，2017年，
我省农产品进口达63.2亿元，增长94.8%，
其中，奶粉进口占同期全省农产品进口总
额的两成左右，位列湖南省农产品进口额
第一名。

2017年， 我省农产品进出口齐头并
进。 据统计， 全年农产品进出口142.4亿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9.9%。 其中， 出口
79.2亿元，增长14.3%；进口63.2亿元，增长
94.8%。冻猪肉、猪肉及杂碎、猪肠衣为主
要出口产品；奶粉、大豆、木薯淀粉等是主
要进口产品。其中，婴幼儿奶粉进口12.9

亿元，增长86.9%，占同期全省农产品进口
总额的20.4%。

海关分析， 关税下调政策将对进口奶
粉产生积极影响。 自2017年12月1日起，我
国将对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其
中，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无
乳糖配方特殊婴幼儿奶粉的进口税由20%
降至0。海关认为，奶粉进口关税下调，能减
少国内外价差， 防止由海淘代购等形式引
起的消费外流，增加国内税收，促进贸易增
长。同时，税率下调会鼓励省内企业通过跨
境购进行生产交换，与多国发生贸易关系，
对奶粉进口行业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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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27日

第 2018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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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1040 262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81 173 238913

9 7 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1月28日 星期日
经济·政治 11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陈新）“现在水
葫芦清理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等雨季来
临，老沩水河又会清波荡漾啦！”1月23日，
在长沙老沩水河畔，宁乡市双江口镇山园
村村民熊小年看着河道日益干净，不禁感
叹。去年11月份老沩水河爆发大面积水葫
芦，长沙市河长办迅速调度河流流经的宁
乡市和望城区，实行联防联控联治，以销
毁水葫芦。

长沙境内共有流域面积10公里以上
河流335条。2017年5月， 长沙市下发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现
在，长沙有河长制工作委员政委1名，总河
长1名、市级河长7名、县级河长107名、乡
镇级河长754名、 村级河长1231名， 总计
2101人，形成了四级联动的河长制体系。

一场治水行动由此开启。河长们一上
任，便全面诊断所管辖的河道，经过近4个
月的摸底，形成了市管河流的基本信息档
案，全面实施“一河一档”和“一河一策”，

对症下药。
管好一条大河， 各级河长自有分工。村

级河长每天开展巡查，做好水域保洁，如果
发现问题不能解决的，向乡镇（街道）河长办
或上级河段长报告； 河段长协调和组织开
展流域专项执法和联合执法工作。 市级河
长则推进流域各专项治理方案的实施，督
促区县（市）政府和河段长及市直相关部门
落实相应综合治理任务， 杜绝了以往相互
扯皮的事情发生。目前，长沙市、县、乡三级
成立河长制办公室、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平
台，县、乡两级公安机关配置了“河道警长”，
打击水环境污染犯罪。

河长制带动全民治水热潮。 在开福区，
中国好人、 先锋讲师团成员、 社区居民等
140多人成为“民间河长”，全年全天候为环
保“挑刺”。

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 长沙共查处各
类涉河涉水案件132起， 移送刑事案件10
起，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长沙：四级河长保清流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1月27日， 通道侗族
自治县双江镇源臻服装加
工车间内， 村民在缝制服
装。近年来，该县在推进精
准脱贫助农增收进程中，
鼓励返乡人员创业， 开设
“扶贫车间”， 助力乡村振
兴， 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增收。吴三东 摄

“扶贫车间”
助脱贫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何荣芝） 据海关统计，2017年，湖
南省出口钢材102.4万吨， 较上年减少
26.7%；出口额为53.8亿元，增长8.6%；出
口平均价格为每吨5255元人民币， 上涨
48.2%。

自2016年9月以来， 我省钢材出口均
价连续16个月同比增长，出口均价从2016
年9月的3532.4元/吨上涨到2017年12月
的6690.4元/吨。

海关分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推进，钢材价格呈回升态势；加上铁矿
石、废钢、煤炭等原材料成本上升，直接推

动了钢材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2017年国
内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稳步增
长，国内钢铁行业景气度较高，国际市场钢
材供应也比较充足，在此背景下，企业出口
意愿减弱，钢材出口减少。

海关认为， 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钢
铁需求增长支撑，预计未来钢材出口有望
止降回升。根据国务院发布的《2018年关
税调整方案》，将取消棒材、螺纹钢和线材
的出口暂定关税， 降低200系热轧不锈钢
卷、钢锭、钢坯等产品出口暂定关税，将有
助于降低部分产品出口成本，提高出口竞
争力。

钢材出口价格攀升
2017年平均每吨5255元人民币，比上年上涨48.2%

去年农产品进口增长近1倍
其中奶粉进口最多，占进口总额两成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矫健的身姿、刚毅的面孔，穿着迷彩服走
村串户，为贫困老百姓办事风风火火，多次采
访省军区驻桑植县扶贫工作队队长吴正平，
他“吃得苦，耐得烦”的性格，在记者心中留下
深刻印象。

桑植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是贺龙元帅的故乡、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自1988年以来， 省军区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连续30年坚持对口扶贫桑植县，吴正平是第
23位接过重担的扶贫干部。

心系老区，
主动请缨投身扶贫战场

“和平年代参加脱贫攻坚是部队官兵义
不容辞的责任，百姓需要，我应该去。”2015
年春节前夕，吴正平向省军区领导主动请缨，
带领工作队走进扶贫点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
新阳村，全力以赴扶贫纾困。

驻村之初正值三九寒冬、大雪封山，可吴
正平放下背包就冒雪逐户走访调研村情民
情，摸清贫困底数，分析致贫原因，与贫困群
众一道理思路、定目标、商对策，带领工作队
和村支两委精准施策，靶向治疗。

“村民吃的是望天水，住的是木房子，走
的是泥巴路。”吴正平回忆，3年前第一次进村
时，新阳村的贫困程度令人吃惊。该村2014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仅2000元， 全村449户

1580人中，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9户479人，
贫困发生率高达30.3%。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精准扶贫缺了位。”
吴正平驻村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解决群众最
期盼、反映最强烈的安全饮水问题。经过与水
利部门和扶贫办的多次协调，2015年10月，
铺设自来水管道6000多米，彻底结束了全村
群众靠天吃水的历史。

针对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员等特
殊困难群体较多的问题， 积极向机关领导汇
报，省军区领导机关与新阳村33户特困家庭
结对帮扶， 官兵募捐11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06人次。

精准施策，
开拓思路发展产业拔穷根

拔穷根还得靠产业。 面对新阳村耕地面
积较少的现状， 扶贫队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
贫模式，开拓思路、巧借外力，联系引进张家
界禾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新阳村合作，以
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劳务用工等多种形式，
联合开发周边6个村的土地，建起523亩的现
代生态农业产业园。 每年为新阳村集体增收
15万元，入股贫困户年均分红450元，务工人
员月均增收1800元以上。

村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在自己的
土地上，不但成了按月上班领工资的工人，而
且还成了股东。钟菊花就是入股的贫困户，她
掰着手指算了算去年的收入：“入股分红450

元， 土地流转租金1000多元， 基地务工收入
8000多元。光这三项收入，少说也有1万元。”

新阳村党支部书记庹文华告诉记者， 这几
年工作队还大力扶持贫困户发展土鸡、土猪、豪
猪等特色养殖，并建成了300亩优质果林，建成
200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曾经的贫困落后村，如今少数民族特色村庄
建设如火如荼，红色旅游、生态观光农业悄然起
步，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2017年底，新阳村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200元，是2014年的2倍多。

无悔付出，
精准扶贫是官兵义不容辞之责

作为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军代表”，除
了付出辛勤的汗水， 还有个人和家庭作出的牺
牲。驻村帮扶的第二年暑假，吴正平妻子带着8
岁的女儿来到村中看望3个月没回家的爸爸，在
看到爸爸为村里新建舒适明亮的小学教室时，
女儿出人意料提出到村小读书的要求，“因为这
样就可以天天看到爸爸！”这位从军23年的铮铮
铁汉忍不住流下愧疚的泪水。2016年10月，吴
正平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 也没能陪伴最后一
程、见上最后一面。

“虽然有艰辛的付出，但看着老百姓钱袋子
鼓了、日子越过越好，内心就会有一种自豪感。”
吴正平欣慰地对记者说，老区不脱贫，部队“不
撤兵”，这是省军区对桑植老区人民许下的坚定
承诺， 也是省军区部队每一名官兵义不容辞的
责任。

老区不脱贫 部队“不撤兵”
———全省“最美扶贫人物”、省军区驻桑植扶贫工作队队长吴正平的故事

湖南日报 1月 27日讯 （记者 曹娴 ）我省生态环保
组织越来越“有力量”。今天召开的湖南生态环保组织
绿色发展年会发布了 2017年湖南生态环保组织十大
事件、2017年绿色湘军十大杰出（公益）人物。

年会由阿拉善SEE湖南项目中心、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
合会发起主办，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湖南绿色发展
研究院、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湖南生态环保组织
“有力量”

2017年湖南生态环保组织十大事件、
绿色湘军十大杰出（公益）人物出炉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召开的湖南
生态环保组织绿色发展年会发布了《2017年湖南生态
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报告》。报告显示，湖南公益环保行业
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组织机构数量、全职环保公益
人、运营经费都在稳步上升。

报告显示， 目前全省生态环保组织机构共154家，
30%以上环保社会组织和环保服务团队集中在长沙。同
时越来越多的县域环保组织诞生，越来越多的县域义工
协会把环保志愿服务作为长期项目开展。

通过43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 全省全职公益人相
比2016年增长15%，达到127名；约60%的公益机构认为
自身属于快速成长与相对成熟阶段。省内公益组织运作

领域以环境教育、生态保护、自然教育、动物保护为主，其
他类型的环保主题活动为辅。

调研机构中，2017年的整体运营资金为2620万元，比
2016年增长87%； 预计今年的资金需求将达3100多万元。
我省生态环保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依靠个人捐助、政府支
持与企业赞助，其中近三成机构表示，个人捐助是主要来
源。2017年，资金收入100万以上的机构达到5个，其中有2
个达到200万元以上；而2016年我省尚无资金收入过百万
元的环保组织。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表示，湖南生态环
保组织的工作方式越来越成熟，也得到了政府部门越来越
多的认可与支持。

我省生态环保组织达154家
以环境教育、生态保护、自然教育、动物保护为主

附：

2017年湖南生态环保组织十大事件
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全面推进河长制
湖南首届绿色湘军十大杰出（公益）人物产生
环保志愿者促动洞庭湖最大人工矮围成功实施爆破拆除
绿色潇湘快反中心举报跟进邵阳合山养猪场整改事件
环保志愿者促动南洞庭近万“迷魂阵”拆除
蓝山环保协会举报跟进全省最大垃圾倾倒案
绿色潇湘成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XIN伙伴”
长沙野保发起“寻找最后的穿山甲”项目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发起“走读湘江”活动
国家长江江豚生态科考首邀民间环保机构参与

2017年绿色湘军十大杰出（公益）人物
守望排污口的湘潭环保协会副秘书长 毛建伟

“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有他的行动” 洪 武
生态摄影师 刘 科
绿色潇湘环保组织发起人 刘 盛
洞庭湖守护者 何大明

“江豚姐姐” 张脱冬
“酵素姐姐” 陶开宇
环保记者 史卫燕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第一人 颜运秋
洞庭湖护鸟第一人 李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