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远赴粤
接农民工回家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欧阳友忠 乐水旺）2月
7日，宁远县人社局、广东宁远商会
联合组织的10余辆“平安爱心大
巴”，分别从佛山平洲、广州新塘等
地出发， 免费运送500余名在粤务
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回家过年。

宁远县常年在广东等地务工
的人员有20万人之多，其中不少属
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宁远县
委、县政府支持下，由宁远县人社
局、 广东宁远商会共同组织开展

“迎春节·献爱心·返家乡” 免费接
务工贫困人员返乡过年活动。县人
社局负责人介绍说，为进一步深化
劳务就业扶贫工作，县里不但给贫
困人口外出务工发放一定数量的
交通补贴，还将帮助8000多名在粤
务工的贫困人口顺利回家。

靖州帮助6.2万
农村人口安全饮水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龙星 黄旭庭）“我现
在洗菜、做饭都用自来水，不用挑
水了。”2月7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渠阳镇三合村村民唐厚芝乐呵
呵地说。

唐厚芝的房屋建在半山坡，附
近没有水源，以前家里生活用水全
靠去井边挑，洗衣洗菜则去几百米
外的河边上。2017年下半年， 三合
村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唐厚芝
家接通了自来水。

据了解，近年来，为让群众尽
快喝上“干净水”“放心水”，靖州把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当作“民心工
程” 来抓。2017年投入8000余万
元，统一规划布局，在各乡村新建
供水设施184处，共解决了农村6.2
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其中包括贫困
人口1.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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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贺毅峰
朱青青)2月5日，在桃江县武潭镇汤家塅村，驻村帮扶
干部彭辉来到该村强军竹木制品公司，了解村里入股
分红情况。公司负责人告诉彭辉，去年初，汤家塅村以
村集体名义，用50万元扶贫资金入股强军公司，去年
村里分红6万元。

益阳市有297个贫困村。贫困村虽然地理位置偏僻，
但大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该市依托特色优势产业，
带动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 各驻村帮扶工作队到村后，
科学制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去年，贫困村集体总
收入从零到突破1000万元，其中安化130个贫困村去年
集体总收入达680.7万元，村均5.23万余元。

目前，益阳安化黑茶、南县小龙虾、沅江芦笋、大通
湖大闸蟹、桃江竹制品、赫山有机大米、资阳槟榔等一批
区域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名
片，带动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贫困户脱贫。安化县马
路镇六步溪村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2万元，其中用扶贫
资金入股茶厂分红10万元， 村部食堂承包也有2万元租
金。驻村帮扶干部卢昭觉介绍，村里光伏发电最近已与
国家电网并网，由电力公司按市场价格收购，每年可为
村里带来收入5万元以上。

益阳市派驻村帮扶办负责人说，贫困村集体收入增
强，村集体组织运行有资金保障，能更好地带领村民发
展本地特色产业，帮助更多贫困户脱贫。沅江市阳罗洲
镇大中村，凭借“阳罗面”这一特色产业，运用扶贫资金和
自筹资金，兴建了欣晨面厂。目前面厂已顺利投产，每年
可产销挂面5000吨，村级集体经济年均可稳定实现收入
10万元以上，并解决贫困户近100人就业。

湖南日报2月7日讯（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近段
时间，随着天气好转，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茶兴村因
为梅花而热闹起来。含苞待放的绿萼梅、娇艳绚丽的红
梅等十几个品种梅花，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梅园一睹
风采。据介绍，这里赏梅旺季日均游客量可达数千人，
可为周边村民增收50余万元。

近年来，珠晖区全面推进全区向“旅游+”转型发
展，因地制宜，通过旅游开发引来人流、物流、资金流等
要素，把全域旅游做到村民门口，让旅游“快车”带富百
姓。据统计，2017年，珠晖区旅游综合收入比上年增长
13.1%，旅游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

旅游“快车”开到家门口，首先要保证“道路通、平
台实”。珠晖区依托“美丽乡村”和“金路工程”计划实施
契机，加快景区水电路气讯、旅游公厕、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建好乡村外围主道、景区内部支路，实
现外部“大联通”，内部“微循环”。先后建成汽车道、游
步道、自行车道50公里，建成旅游公厕15座、停车场3
万平方米、景区游客服务中心3个，全区旅游承载服务
能力全面增强。

珠晖区充分发掘当地旅游发展的一大特点———
“原汁原味”，许多沉睡多年的生态资源开始“苏醒”。该
区尊重自然规律，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对待辖区内
的历史文物做到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同时，注重景点
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把村民家门口的闲置资源培
育成海棠山庄、水师山庄、梅花山庄、全猪宴等90余家
特色民宿、特色餐饮。

同时， 珠晖区高度重视旅游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多次组织乡镇、村和旅游企业负责人赴杭州、郴州、
长沙等地学习考察,并积极邀请外地专家“上门”，对当
地居民开展礼节礼貌、 仪容仪表、 服务技能等方面培
训。 一支高素质、 本土化的珠晖旅游人才队伍逐步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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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珠晖区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胡琼文 王
曌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550亿元，实现
工业总产值150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0亿元，向高
质量发展的全国一流园区迈进!”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湘潭
经开区、湘潭综保区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湘潭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湘潭综保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坚定地说
道。

2017年，湘潭经开区着力推进汽车之城、活力之城、
智慧之城和开放之城建设，产业招商、项目建设、深化改革
均取得重大突破。 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134.4亿元，增
长24.3%；工业总产值1230.1亿元，增长21.6%；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451.3亿元，增长16.8%；实现财税收入40.8亿元，
增长8.6%； 是全省第3个技工贸收入过2000亿元的园区，
排名全省第3位。

今年，湘潭经开区将坚持高质量发展、产业集群化发
展与系统性改革，力争新增规模企业40家、高新技术企业
18家；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5%，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达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全部
达到100%；新增就业人口1.2万人，新增城区常住人口1.5
万人。

同时，作为长株潭地区首家综合保税区，湘潭综保区
2017年完成技工贸收入220.11亿元，同比增长86%；工业
总产值35.78亿元，同比增长9.18倍；进出口额7.11亿美元，
同比增长27%。今年，力争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70亿元、工
业总产值40亿元、 进出口额12亿美元以及实现到位外资
零的突破。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张福芳）2月4日，娄底市人
大常委会在职党员刘熙明带着“微心愿”的许愿人小肖来
到娄底新华书店，陪同他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书籍《西游记》
和《聊斋志异》。像父亲一样的陪伴和鼓励，让小肖感觉很
温暖。

近日，娄底市在机关在职党员中掀起了一场“微心愿”
认领活动，心愿征集对象以娄底各村（社区）居民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为主，征集内容分为生活物资需求、政策扶持咨
询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

2月6日，记者在认领表上看到，娄星区乐坪街道街
心社区居民黄玉晗的“微心愿”是：希望有个专业人士
给儿子做心理辅导，让儿子更加开朗活泼。她的心愿，
被同是街心社区的党员刘琳认领。 娄底市文明办在职
党员毛肖燕在认领了街心社区一户困难家庭的双胞胎
女儿“想要一套新棉袄”的心愿后，利用周末时间带领
她们挑选衣服。在与店主交谈中，善良的老板娘听说是
为困难群众买的，当场就表态无偿捐出一批新衣服，以
示支持。

据了解，活动开展一个多月以来，在在职党员的带领
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场圆梦“微心愿”的“暖
冬行动”中：有不是党员却积极响应活动的单位干部职工，
有利用下班时间帮助高龄老人修理老化线路的物业电工，
还有用自己零花钱购买年货去看望孤寡老人的学生……
他们的小小善举，温暖着一座城。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小弓 黄振）“我是湘妹子，平江
欢迎您！”5日上午，平江县2018名湘妹子
头戴花冠，身披绶带，走上街头广场，举
行盛大送福活动，为国人祈福，为平江旅
游代言。

据悉，这场以“自在平江·自在年，山
‘福’水‘禧’迎新春”为主题的送福活动，
是平江旅游新春节庆活动之一。 春节期
间， 该县还将在平江亚马逊水上乐园举
办首届灯光艺术节和新春小吃节， 在石

牛寨景区举办首届东方斗牛节， 在天岳
幕阜山开展新春祈福活动。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平江县旅
发委负责人表示，2018年，该县将“打造
中国体验旅游第一县和全国知名研学旅
行目的地”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目标，全力
打造天岳幕阜山、大石牛寨、连云山国家
山地公园、安定、福寿山、城区等6大全域
旅游基地，并适时举办中国（湖南）红色
旅游文化节、中国母亲节、湖南夏季乡村
纳凉节、 乡村旅游赏花节暨平江旅游商

品巡回展销会。
过去两年，平江县大力实施“旅游旺

县”战略，创建了杜甫墓祠、坪上书院等
10个研学旅行基地；打造了欢乐果世界、
淡江谷雨烟茶、 玉蓝湾农业公园等农业
旅游项目； 培育了中县坪低空飞行运动
基地、 十里长坡田园幸福小镇等一批新
业态旅游产品， 累计带动3.5万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全域旅游格局初步形成。2017
年，该县接待游客1557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108.11亿元，对GDP的贡献率达22%。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伍交才

挑选、 称重、 打包、发
货……2月7日，溆浦县嘉菲
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发货
仓内一派繁忙，30多名农户

娴熟地把脐橙分类装入纸箱， 密封贴上
快递单，然后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到了年货销售旺季，网上每
天能卖掉4万公斤橙子，这是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 该公司负责人刘生胜介
绍，通过电商，以前愁销路的橙子，如
今成了抢手的“网红”。公司前期采购
的360万公斤脐橙已经全部售罄，现在
每天都要抓紧和脐橙种植户联系优质
货源。

家住溆浦县卢峰镇红远村的赵万
军是脐橙种植大户，一年可以收获25万
公斤左右。他说，以往橙子下树前要四

处奔波跑销路， 遇到丰产年要么卖不
完，要么贱卖。去年10月，橙子还没熟，
嘉菲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就上门签订
收购合同，让他吃了“定心丸”，不再为
销路而发愁。

溆浦是“水果之乡”，柑橘、脐橙、血
橙、猕猴桃等优质农产品久负盛名。2016
年， 溆浦县被评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县里当即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电商发展的优惠政策。 刘生胜抢抓电
商发展机遇， 迅速成立运营团队， 主营
“溆浦脐橙”等农产品。

“现在足不出户就能把橙子卖出去，
收入还比以前高一些。” 双井镇唐湾村脐
橙种植户刘兴孝算了一笔账，今年他家的
脐橙全部批发给嘉菲农产品发展有限公
司，每公斤价格3.6元，脐橙收入比往年增
加1万多元，他把橙子全部卖给了该公司，
还动员种植脐橙的邻里乡亲也与该公司
签订了收购合同。

刘生胜介绍， 去年该县脐橙尚未成
熟，他们便把握先机，进行网络预售和推
广。时下，该公司在各大
销售平台的市场已全面
打开，每天能在网上接到
订单7000多笔。 按照目
前的销量来看，
截至今年 5月
底，公司预计可
销 售 脐 橙
500 万 公
斤，销售
额 达 到
近 5000
万元。

湖南日报2月7日讯（李曼斯 彭文华）挖坑、植树、填
土……一株株树苗栽种后，呈现出勃勃生机。昨天，宁乡
市金玉工业集中区启动园区植树造林攻坚战，园区机关
干部职工、企业员工代表等200人共同参与，植下近千株
树苗。

植树现场，处处是忙碌的劳动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有
条不紊地栽下一株株香樟、石楠、桂花树等，为园区播下一
抺抺新绿。当天的活动，共栽植了1000株树木。

“今年是园区绿化年，全年计划包括园区企业在内共
植下10万株苗木，确保公共绿化带不露黄，绿色全覆盖。”
金玉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蒋平波说。

据悉， 金玉工业集中区是湖南省飞地经济试点园区，
多年坚持走生态发展道路，除了在外观上打造“绿色园区”
以外，在产业发展上也瞄准了绿色产业。

“过去，我们是‘招商引资’，今后将是‘招商选资’，重
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新材料和食品工业等绿色产业，力
争实现绿色多、产业强、园区美。”蒋平波说。

此次活动由宁乡市委宣传部、市人武部、湖南建工集
团团委、宁乡市金玉工业集中区共同主办。

瞄准全国一流园区

湘潭经开区
迈向高质量发展

你的小心愿，我来帮你圆
娄底机关在职党员开展“微心愿”

认领活动

金玉工业集中区打造绿色园区
给春天一点“颜色”

新闻集装

2018名湘妹子新春送福
平江旅游新春节庆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溆浦脐橙”成抢手“网红”

下期奖池：477186310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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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8 9 4 7
排列 5 18038 9 4 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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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7 04 19 21 23 31 04+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9929207 29787621

119150485957524

2月7日，群众在猜灯谜。当天，泸溪县武溪镇迎来了“我的中国梦”湖湘文化进万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迎新春活动。 张克宁 摄

猜灯谜
迎新年

《贺龙元帅与统战》
出版发行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宁奎 刘
宏）近日，经过两年精心编撰，由张
家界市委统战部统筹出版的《贺龙
元帅与统战》文集正式发行。

该书分为论文及故事两部分，
全方位展现了贺龙在反袁斗争、北
伐战争、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
放战争时期丰富的统战实践，对其
统战思想和艺术进行了深度挖掘。
同时，《贺龙元帅与统战》还收录了
在张家界广为传唱的两个阳戏剧
本，体现出“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
龙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