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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区志愿者
关爱困难老人

捐赠价值20万元慰问物资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红军 李国荣）
“谢谢你们！” 2月6日， 郴州市北
湖区年过七旬的居民刘挂香接过
志愿者送来的慰问品， 布满皱纹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 北湖区老龄委联合省
慈善志愿者蓝丝带基金、 爱心企
业传奇健身俱乐部志愿者等，启
动2018年春节困难老人走访慰问
活动。 深赞集团总裁、志愿者刘齐
立介绍， 这次多家爱心企业及志
愿者共捐赠了价值20万元的慰问
物资。 北湖区老龄办负责人表示，
春节来临， 他们将组织14支志愿
者队伍， 为全区困难老人送去食
用油、大米等，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福寿山国际旅游
度假区建设启动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徐
亚平）2月8日，平江县县长黄伟雄
代表县政府与岳阳市岳泰集团董
事长徐伟， 在平江签订福寿山国
际旅游度假区合作开发合同。 总
投资26.8亿元的福寿山旅游开发
项目正式落地平江。

福寿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由平江县政府、 岳阳岳泰集团分
别占股30%、70%合作开发，预计
2030年可实现税收1.1亿元。 黄伟
雄表示， 福寿山的开发是百万老
区人民的共同夙愿，平江县委、县
政府将创优环境、竭诚服务，开启

“绿富双赢、大美平江”新征程。

益阳电力
增容保供电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通讯员
张晓宏 记者 杨军）2月8日，益阳
市大通湖区河坝镇新明村一台80
千伏安的变压器换成了一台200
千伏安的变压器， 解决了村里电
压低的问题。

据了解， 为保障春节期间安
全可靠供电， 益阳市供电公司全
面梳理辖区内配电变压器过载情
况， 对重过载配电变压器按轻重
缓急，进行推磨式轮换增容。 即对
拆下来的重载配电变压器进行检
测， 将可以继续使用的重新分配
安装，用于负荷较小配电台区，以
小投入解决大问题。 目前，已对全
市160多台重过载配电变压器进
行推磨式轮换，既节约了资源，又
确保了用电高峰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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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真没想到，湘阴
不惜重金奖励我们！”2月8日，湘阴县举行
科技人才引进科技创新颁奖典礼，湖南大
科激光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少锋获100万
元领军人才购房补贴后激动不已。 当天，
全县33家企业共获314.5万元科技创新基
金补贴，另有2人分别获50万元拔尖人才
补贴和20万元创新创业人才补贴。

去年初， 湘阴成立以县长李镇江为

组长的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 大力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面推进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行动，出台《引进科技
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十条》 等系
列引资引才引智开放政策。 每年设立
3000万元科技与工业创新专项资金，重
奖所引进人才。对领军人才给予100万元
购房补助、每年10万元的交通补助，并提
供一栋环境幽雅的别墅； 在成果转化时
给予重点扶持，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

元研发经费支持。目前，该县成功引进博
士5名、科技人才93名。

为激活企业主体创新动力，湘阴县
致力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构建
“一个主导产业有一个工程技术中心、
一支科研团队、 一个科研依托机构”的
科技创新体系，组建高新区科技孵化中
心、 同济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湘阴分中
心。 长康实业、金为新材料、蓝天豚硅
藻泥等一批龙头型、科技型企业相继落

户，远大可建“非采光屋面保温系统性
提升技术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同时，湖南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湘阴，国防科
大、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18所高校纷
纷与该县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联盟，
县域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1件，
排名全省前列。 去年来，该县先后获评
“湖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湖
南省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史晋 胡建根)2月9日，来自长沙的
一群游客从南县罗文村“巷陌花海”清吧
出来后， 又在村民余兰香家绘有创意涂
鸦的房子旁合影留念， 临走时还买了她
家制作的芥菜、榨菜和盐菜。 68岁的余兰
香乐得合不拢嘴，她说，2017年她家向游
客销售农家菜就赚了2万多元。

罗文村地处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
新示范区，凭借“无中生有”的创意闯出了
特色旅游新天地。这个村子最初以万亩油

菜花海闻名，2015年，示范区把城市涂鸦
文化引入罗文村， 邀请国内有关专家、艺
术团体、设计公司等，对农宅墙体进行彩
绘。此后，不断增加涂鸦民居数量，扩大涂
鸦面积，墙壁、树木、地面、桥梁都成了涂
鸦的载体。 村里还流转土地，委托专业花
卉公司种植向日葵、 郁金香和波斯菊等，
打造“四季花海”。 2016年8月上旬，阿里
巴巴集团拍G20峰会宣传片到南县取景，
罗文美景被拍入宣传片中，在杭州G20峰
会上展示，赢得好评。 2017年4月上旬，中

国·湖南(南县)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在罗
文村举行，8个国家近50位涂鸦艺术大师
实地创作，一时间，“罗文涂鸦”成为网络
热搜，游客接踵而至。

罗文村“花海涂鸦” 旅游品牌叫响
后，村里引导村民开起了民宿、时尚餐
饮店、乡村KTV、清吧和土特产销售
店。同时，村里两家专注于稻田龟鳖养
殖的企业建起了“龟鳖文化园”“龟鳖
科普馆”，带动罗文村发展稻田综合种
养1500余亩。

目前，罗文村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
力占50%以上。 2017年，全村创意旅游综
合收入达4500多万元， 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9628元，超出全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9.6%。

05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金慧）长沙的
高龄老人有福了！ 今天上午，长沙市政
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出台《长沙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高龄津贴制
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布从
2018年1月1日起， 全面实施8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普惠制度， 并提
高发放标准。

根据《通知》， 凡长沙市户籍年满
80周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均可享受
高龄津贴。 发放标准为：80至89周岁老
人， 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100元；90

至99周岁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
贴2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
月发放高龄津贴500元。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新政策出台，
实现了范围普惠，只要是长沙市户籍，
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高龄
津贴政策，惠及人群由原来的9万余人
增加到约18万人；实现了标准提高，由
原来的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50
元提高至100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
人每月100元提高至200元，10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300元提高至

500元，提标扩面后财政一年投入将达
2.4亿元。

同时，本次提标，统一了全市高龄
津贴发放标准， 解决了老年人同城不
同待遇、城乡不同待遇的问题，并统一
按季度发放。

据悉，2017年以前已经享受了高
龄津贴的，不需重新申请，由所在的乡
镇(街道)从2018年1月1日起直接调整
发放标准即可。 2018年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申请办理高龄补贴可向户籍所在
地的社区(村)提出申请。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左狂飙）2月
6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结束后，湘潭市迅速安排
部署。 目前，湘潭已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

2月7日，湘潭市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批示精神， 专题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2月8日，湘潭市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对全市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湘潭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综合
协调、执法协调、纪检监察、基层组织整治、宣传报道和打
击处理6个专门工作组， 各组负责人和联络员全部到位。
同时， 还向社会公布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电话、邮
箱、电子信箱，发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建立起涉黑涉恶案件通报、移交、会商等工作机制。

下阶段，湘潭将把“医闹”“学闹”“路闹”“网闹”，以及
强揽工程、欺行霸市、巧取豪夺、内外勾联、非法营利等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法行为作为此次扫黑除恶的重点，
边摸排、边取证、边收网，确保春节前取得初步战果。 同
时，着眼长远，建立长效机制，将“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与反腐结合起来，与基层“拍蝇”结合
起来，既打涉黑组织，更打后面的“保护伞”。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廖秋萍）
记者今天从张家界市园林绿化管理处获悉， 省政府正式
命名张家界市为“湖南省园林城市”。 从此，张家界又多了
一张耀眼的“绿色名片”。

自2013年以来， 张家界市在中心城区实施“三化三
改”（绿化、亮化、美化和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道路设施
改造、地下管网改造），掀起了新一轮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热潮，先后在澧水河两岸打造了樱花景观长廊，建成多个
生态型滨河公园， 加快澧水河内环线及道路两旁绿化观
光带建设，对已建成的城市道路集中进行了绿化提质，并
采取拆围透绿、拆违植绿、见缝插绿等措施，全面推进单
位、住宅小区和空闲地绿化。 目前，张家界市城市建成区
绿地面积达1064.77公顷，绿地率为32.2%，绿化覆盖率为
36.5%，初步形成了具有张家界城市特色的山水园林景观
系统。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欧阳倩 成
方 ）今天上午10时许，长沙市芙蓉区
东成小区业委会办公室非常热闹，小
区业委会及业主为感谢物业服务人
员的辛勤劳动，为物业人员颁发等同

于一个月工资的“红包”，数额从2600
元至6500元不等， 并每人送价值500
元的购物卡一张。

业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次“红
包” 主要来源于公共收益。 东成小区自

2016年3月实行业委会自管模式以来，成
立了隶属于小区业委会的物业公司。 除
了解决小区不少十几年的“顽疾”外，物
业公司将电梯广告费用、 场地出租收益
以及停车费等收益转化成福利进行回
馈。 继2018年1月小区业委会为127户业
主发放500元“红包”后，今天又为物业服
务人员颁发奖金。

湘阴每年3000万元重奖科技创新企业与人才

不惜重金招揽科创“高人”

“无中生有”打造“花海涂鸦”
南县罗文村2017年实现创意旅游综合收入4500多万元

张家界被评为省园林城市

发起雷霆攻势
快速扫黑除恶

湘潭市迅速部署强力推进专项斗争

长沙一小区用物业收益发“红包”

� � � � 2月9日，道县柑子园
镇，油菜花盛开，阵阵花
香沁人心脾。随着气温的
逐渐回暖，道县种植的油
菜已进入开花期，呈现一
派生机勃勃的早春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何红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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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今年1月起提高高龄津贴

80岁以上老人
每月可领100元至500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17733
1 113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59
1252
12269

15
50
351

104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960
122081

646
367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2月9日 第2018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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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2 1007 12 16 20 21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9 日

第 2018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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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 1040 100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484 173 429732

6 48

宁乡爱心年货助扶贫

图/李雅文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陈新 ） 宁乡花猪、
黑山羊、 灰汤贡鸭、 黄材水库鱼、 沩山毛尖、
稻鸭田有机米……今天上午， 为期4天的“湖
南省第四届爱心年货会” 在长沙保利MALL
热闹开市， 宁乡市20多家农企带来数十种地
方特色农产品齐聚长沙，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品尝到大美宁乡的美好滋味。

在“精准扶贫爱心展区”， 来自宁乡沩山
的特色农产品企业“刘沩农业”， 带着从当地
贫困农户手中收购的黑山羊和山地鸡参展；
宁乡黄材镇“千手爱心大屋” 精准扶贫项目，

也将100多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自制的红薯粉、 糖油粑粑带到了爱心
年货会现场。 而在湘一灰汤鸭展摊前， 当地
农户养殖加工的灰汤酱板鸭、 灰汤皮蛋、 灰
汤养生大米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不到1小
时， 100多只灰汤酱板鸭全部售罄。

为了支持宁乡贫困农户
和受灾企业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在爱心年货会启动仪式现
场，“友阿微店”和“民达诚湘
奕食府”两家爱心企业，分别
与“刘沩农业”和“湘一灰
汤鸭” 签订了产品购销意
向书，助力精准扶贫。

本次活动由宁乡市委、
市政府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
举办， 将持续至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