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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兴 泸 溪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李） 1月29日， 资兴市经信商务部
门负责人介绍， 不久前， 世界著名品牌大会第
11届年度峰会公布“2017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
色魅力示范县” 名单， 资兴市榜上有名。

2017年， 资兴市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
“第一菜单”， 以大开放助推大招商、 以大招商
集聚大产业、 以大产业促进大发展， 集中力量
主攻大数据、 新材料、 文化旅游等领域招商。
该市充分利用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美
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等大型招商推介会， 集中引
进项目。 通过举办中国·东江湖大数据中心启用
暨2017大数据招商推介会， 华为、 电信等17家
企业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入园投资协议，
签约金额达200亿元。 同时， 资兴市派出多个
产业招商小分队， 赴珠三角、 长三角等地， 与
重点客商进行一对一交流， 实施精准招商， 使
一个个招商项目相继签约、 落地。 2017年， 该
市共签约引进项目68个， 合同引资380多亿元，
比上年增长245%。

资兴市一手抓项目引进， 一手抓项目落地
率、 履约率和投产率。 通过严格落实“一个招
商项目、 一名市级领导、 一个责任单位、 一个
工作班子、 一套工作方案” 工作机制， 从项目
落地开工到竣工投产， 提供全程跟踪服务， 促
使引进项目早开工、 早建成、 早见效。 该市还
建立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工季度调度制、 月联
席例会制和交办督查制， 并采取台账式管理等，
促进已签约项目落地开工。 今年1月18日， 帝耳
音频科技产业园竣工， 从签约到项目竣工仅用
时3个多月。

2017年， 资兴市签约引进的68个项目中，
已开工建设52个， 开工率达七成多。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罗远清 记者
彭业忠） 1月29日， 记者在泸溪县石榴坪乡碧溪村见到，
新修建的村民综合服务中心已经竣工， 光伏扶贫电站正
在热火朝天地施工。

泸溪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毛家告诉记者， 国家开
发银行湖南分行大力实施金融扶贫， 给泸溪县贷款7.38亿
元， 为贫困地区注入了“源头活水”。

金融扶贫的“第一股水” 流向交通设施建设。 泸溪县
2017年依托国开行湖南分行贷款， 实施大小交通扶贫项
目29个，以农村“旅游路”“产业路”为重点，并实施农村公
路“窄加宽”工程，完成投资1.67亿元，其中修建贫困村村组
公路225公里， “窄加宽” 改造38.15公里。 6个乡镇12个
贫困村的6万名群众受益， 脱贫攻坚的交通瓶颈得以打
破。

产业项目建设， 是金融扶贫的重中之重。 泸溪县
2017年倾力实施“金融+产业+扶贫” 工程， 狠抓扶贫产
业落实落地。 按照“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模式， 实施特色
产业扶贫项目1265个， 走出一条“多元化开发、 规模化
种植、 产业化经营” 的产业扶贫良性发展之路。 该县投资
1.2亿元， 创建了合水万亩油茶示范园、 万亩杜仲药材科
技长廊等， 引领689户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

在国开行湖南分行支持下， 泸溪县还大力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扶贫， 形成了以核心景区、 精品民宿、 游客服务
中心为重点的旅游产业。 2017年累计接待游客163.1万人
次， 旅游综合收入6.5亿元。

经实地检查验收， 泸溪县2017年预计有5个贫困村脱
贫出列， 16349名贫困人口脱贫摘帽， 全县贫困发生率将
下降至13.49%。

岳阳传达学习贯彻
省“两会”精神

加快建成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和省
域副中心城市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亦恩）今天
下午，岳阳市举行传达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大会。岳阳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要求，迅速把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两会”精神上来，以“两会”精神指导推动岳阳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成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和省域副中心城市。

省“两会”期间，岳阳代表团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建言献策，传递了岳阳声音，展示了岳阳形象，汇聚
了岳阳力量。该市各位代表和委员重点提出了“支持岳阳建
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实施岳阳
与长株潭‘双核驱动’战略”“加快洞庭湖综合治理”等重要
建议和议案，在全省位居前列。

如何贯彻落实好省“两会”精神？岳阳将紧盯“一个目标
体系”，按照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对标对表，做到经
济工作保位提质， 县市区工作争作贡献， 部门工作创新创
优；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热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养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队伍，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好
园区建设、交通建设、港口建设、脱贫攻坚四大会战，在全省
创出品牌、创出特色。

城际互通共享汽车
“驶”进常德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姜鸿丽）共享汽车解决城
市末端出行，是现有公共交通体系的有益补充，更是“共享”
经济的香饽饽。 1月30日，100辆先导快线共享汽车“驶”进
常德。 它将完善常德与长沙、益阳等省内城际之间的互通，
并创新模式与常德乡村旅游结合，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先导快线共享汽车是城际互通共享汽车平台， 由长沙
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在常德，该平台不仅打造

“分时租赁”模式，让常德人享受到“互联网+新能源+租赁+
共享”带来的便利与节约，还将融入乡村旅游服务，完善乡
村旅游出行配套服务建设，有效地拉动常德当地经济发展。

先导快线首批在常德火车站、汽车北站、常德技师学院
等19个人流密集区域建立分时租赁网点。下一步，先导快线
将加快服务网点及充电桩建设， 加强常德核心区域网点布
局，解决周边县（市）区和乡镇的便利出行问题。

“重操旧业” 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郭泽华 吴立

近日，记者见到辰溪县潭湾镇杉林村村民熊开洪时，他
正在自家猪圈里忙活着。

“去年能摘掉‘贫困帽’，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熊开洪
高兴地说，“搭帮政府提供产业发展资金， 还修通了家门口
的‘致富路’。去年养猪养得好，我获得了5000元产业奖补
资金。女儿读幼儿园，每学期有500元助学金。”

熊开洪今年40岁， 全家有5口人， 靠养猪养家糊口。
2005年以来，数次碰上猪价“熊市”，熊开洪养猪不仅没赚
到钱，还赔了不少。他的父亲又患重病，花费了20多万元治
疗费，加上两个孩子还小，家庭生活十分困难，2014年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和妻子有手有脚，身体还好，完全可以靠奋斗创造
美好生活。”熊开洪心中憋着一股劲，想通过发展产业脱贫。

“这两年猪市行情好转，想重新养猪，但缺乏启动资金。”熊
开洪说，他养猪有经验，还是想干老本行。

了解熊开洪的想法后，村干部马上联系县农商行，帮他
办理小额扶贫贴息贷款。2016年7月， 熊开洪依靠5万元小
额贷款“重操旧业”。

“去年，村里的路修通了。”指着门口一条宽敞的水泥路，
熊开洪说，收购生猪的客商可以直接将货车开到家门口。

2017年，熊开洪卖掉30多头猪，收入6万余元。除了养
猪，他还养了鸡鸭，种了4亩田。熊开洪说，2017年全家总收
入超过了7万元。

“全家脱贫了，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熊开洪说，争取春
节前再卖20头猪，一家人过一个热闹年。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通讯员 陈勇）
近日，第一批长沙市特色小(城)镇及
创建培育名录正式出炉，宁乡市流沙
河镇名列其中。这座位于宁乡西部的
小镇凭什么获此殊荣？

近年来，流沙河镇抓住中心镇建
设的良好机会， 全力以赴谋发展、保

稳定、惠民生，基础设施更加夯实，镇
村面貌日新月异。 集镇既要建设好，
更要管理好。为此，流沙河镇党委、镇
政府紧扣“城乡管理提升年”主题，推
行“河长制”“路长制”和美丽乡村“片
长制”，推进城乡管理网格化，实现了
城乡管理全覆盖。 同时积极摸索城

乡管理新模式， 探索“以商管商”
的良性互动， 建立500人的集镇商
户微信群， 实时发布集镇管理消息；
开展网络投票评选十佳门店， 以评
促管； 召开集镇商户大会， 号召商
户参与集镇共建共管工作； 打造一
个同心同德花园， 通过群众爱心认
领的形式， 开展群众增绿覆绿。 经
过一年多的持续努力， 目前流沙河
集镇面貌焕然一新。

人勤春来早
脱贫乐呵呵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在忙着打牌、
串门子；如今，都在忙着栽种车厘子树，抢
抓时间脱贫致富。”1月21日， 新化县奉家
镇玄溪村， 农户邹序胡早早来到果园，开
始了一天的劳作。

站在山头远远望去，连片整理好的山
地上，许多农户正埋头苦干，沉寂的山野
呈现出繁忙的生产景象。

邹序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脱贫
帮扶，他成为了村里的养殖大户，不仅牛
羊成群，还承包了一口山塘，经济收入大
大改善。前不久，回乡搞车厘子种植示范
基地的曾宪辉送了他30棵车厘子树苗，趁
着好天气，他满怀欢喜地开拓果园。

玄溪村村主任邹今华介绍，这次村里
组织村民开辟了120亩车厘子果园， 由村
委会与基地负责人曾宪辉共同管理，通过
村委会搭台，吸纳贫困户入驻园区搞生产
经营。投资、技术、销售等高风险环节全部
由基地承担， 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得租
金、入园务工得薪金、入股种植得现金。

“村民搞生产忙起来了，不但为明年
增加收入打好了基础，而且打牌、打麻将、
游手好闲的人也少了， 村风民风明显好
转。”村民邹今瑞高兴地说。

和邹序胡一样，忙着搞生产的还有贫
困户段庆湘。 他一大早就来到猕猴桃基
地，给果树施“保胎肥”。他笑呵呵地说：

“前几天，村干部送来了50公斤果树肥，要
抓紧时间施放，等立了春，那就迟了。”

今冬种下一片绿， 春来赢得漫山花。
在精准脱贫工作中，玄溪村探索实施“公
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园区+农户”及

“分散生产、集约经营”等产业扶贫园区建
设模式，重点发展车厘子、猕猴桃绿色农
业产业，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为了扩大
种植规模，村支两委和种植基地采取发放
果树苗、提供肥料、产业入股、筹工筹劳等
多种形式，变农闲为农忙，吸引了一大批
村民和贫困户参与。

“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
结机制，推动农民工返乡，激励群众主动
参与，现在的努力付出，将为村民带来长
久的受益。” 驻玄溪村的一位镇干部信心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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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镇探索城乡管理新模式

� � � � 1月30日， 海外志愿者在体验土家织锦技艺。 当天， 埃塞克
（AIESEC） 南开大学分会组织海外志愿者来到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乖幺妹土家织锦基地，通过实际操作、参观体验等活动了解土家织
锦技艺，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吴勇兵 摄

海外志愿者
体验土家织锦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今日，通道侗族自治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夏益民带领专
项督查组， 来到该县陇城镇陇城村，
通过走访贫困户，了解镇村干部在雨
雪冰冻天气中履职的情况。

民有所困， 我有所应。 自1月23
日起， 怀化进入持续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 为严肃工作纪律， 督促相关
单位抓好防灾减灾工作， 确保全市

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安全有
序， 怀化市纪委、 监委自1月26日起
开展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
作专项督查。 市纪委、 监委组建3个
专项督查组， 怀化各县市区纪委、
监委成立相应的专项督查组， 采取
实地走访、 查看资料、 明察暗访、
电话视频等方式， 督查雨雪冰冻天
气期间各单位和党员干部执行工作
纪律和落实工作职责情况， 查处持

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中可
能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督促各级各部门“冰雪不融、 队伍
不散、 力量不减”。

连日来，怀化市纪委、监委专项
督查组采取“不打招呼、深入一线、随
机抽查、直奔主题”的方式，分别对市
交通局、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市水利
局、市交警支队等责任单位履职情况
进行督查。 通过督查发现，个别单位
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值班人员不充
足等问题，专项督查组当场要求各责
任单位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立即整
改。

冰雪不融 队伍不散 力量不减
怀化市纪委监委开展专项督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30日

第 2018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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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1040 639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82 173 221786

6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30日 第2018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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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6482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9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02470
5 2275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77
59570

1127998
9788351

43
2188
41441
368021

3000
200
10
5

0608 15 22 3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