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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3月6日中午， 岳阳县渔政局城陵矶
渔政站执法人员与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志愿者联手， 抓获来自益阳市大通湖区
的违法捕捞嫌疑人付世明、蒋仕美，查获
卵河螺570公斤并放生。

当日11时，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
愿者吴亚洲等巡逻至洞庭湖岳阳县麻塘

大堤， 发现堤上停着2台小车、2人在望
风，9人在洞庭湖里捞螺蛳；另有5台三轮
车停堤上装螺蛳。望风者看到吴亚洲，即
朝水中人喊“快跑”。现场3台装着螺蛳的
车和人立马开溜了。 协会负责人嘱咐吴
亚洲现场拍照取证， 并急报岳阳县渔政
局城陵矶渔政站站长彭向明， 还就近选
派志愿者徐立君增援。

彭向明立即派执法人员姜明、王超、
张鹏程出马。违法捕捞嫌疑人见势不妙，

弃了2台三轮车、爬上小车往南逃窜。 吴
亚洲与很快到达的渔政执法人员展开追
击……

协会秘书处随即将前方动态，在“永
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微信群直播。 有人
问：“为啥不能打螺蛳？ ”

江豚保护协会负责人释疑道：“洞庭
湖是‘国际重要湿地’，不是个人的菜园子。
现在是洞庭湖禁渔期，也是鱼类繁育特护
期，任何人不能违禁下湖捕捞！ 任何水生
生物都伤不起！ 螺蛳是湿地底层生物、鱼
类的食物，如同单车链条的第一节，它若
被毁，整个水生生物链就会崩盘！ ”

郴州表彰
10位“最美女性”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李秉钧 罗
徽）3月8日晚，郴州市2018年庆“三八”

“最美女性”颁奖典礼在该市广播电视
台举行， 史逸婷、 徐时英等10位郴州

“最美女性”受到表彰。
这次受到表彰的是：残奥会冠军、

全国“三八红旗手”史逸婷，全国“三八
红旗手”徐时英，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张秀娟、封雅林，全国“最美家庭”获得
者谭继红、李春芝、罗玉莲，湖南省“三
八红旗手”谷庚秀、李福珍，及嘉禾县
照顾特残丈夫的林雪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8日

第 2018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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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1040 688480

组选三 639 346 221094
组选六 0 173 0

7 7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3月8日 第2018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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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379303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7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313468
3 33134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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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967
839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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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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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徐德荣 唐曦
屈红芳）近日，衡阳市雁峰区对26家优秀
企业和6名优秀企业家进行表彰，共发放
奖金190万元。获奖的不只有衡阳特变电
工等知名企业，还有不少走“专精特新”
发展路子的小微企业， 全区工业实体经
济“原地倍增”计划全面稳步推进。

雁峰区工业企业发展基础良好，但
由于当地多为老城区， 工业用地资源相
对紧缺。 如何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土地等

传统要素的前提下实现效益增长？ 该区
进行了积极探索。 据介绍，近年来，该区
大力开展优质企业“原地倍增” 试点工
作，出台了“关于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全面扶持优质企
业开展科技创新、 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
该区前十名工业企业产值增速达15.2%，
5000万元以上重点税源企业入库税收
约5亿元，增长39.33%。 恒飞电缆每年将

利润的50%投入到技术创新研发， 去年
产值达18亿元，较上年增长逾20%。

去年，雁峰区以推进省“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支持技术转化体
系、服务体系与科研载体建设，为企业科技
成果转化锻造“硬”平台。并以无偿资助、基
金投入、股权投资及奖励等形式，对高新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及专利产业化项目、 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和新兴战略性产业
重点项目进行支持。 同时， 通过优化政务

“软”服务，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支出。如大幅
降低行政审批各类涉企项目收费， 积极落
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对企业缴纳的用工
人员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给予补贴。

该区还积极构建企业“走出去”服务体
系， 支持输变电装备与电线电缆等优势产
业链上企业抱团出海， 提高企业效益。 去
年，衡阳特变电工制造服务业快速发展，实
现海外合同签约4.59亿美元， 是公司海外
签约最多、国际化步伐最快的一年。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翁灵娜 冯玉峰）春节刚过，位于湘
潭市雨湖区的湘潭牵引机车厂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献忠就接到了好消息： 经过公
开竞标， 公司已与中建三局签订了12列
隧道工程新能源电机车的销售合同，合
同金额达2000万元。 陈献忠兴奋地告诉
记者， 这是公司今年接到的第4笔订单。
源源不断的订单背后， 科技创新发挥着
重要作用。

在雨湖区， 尝到科技创新甜头的公

司，远不止这一家。 去年，该区多家企业
在科技创新上获得省级项目支持， 如林
海机械申报的饮料灌装成套设备生产线
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金锣文瑞申报的低
温肉制品深加工生产线改造项目、 江麓
特装申报的多功能履带式全地形工程车
族研制项目等。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已
成为雨湖区各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雨湖区先后出台了相关政
策文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
发明专利申请， 扶持和壮大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好的科技企
业。 2017年，该区专利申请2173件，专
利授权1296件；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
1424件 ，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3.73件。

去年， 雨湖区共有42家企业获得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此外，
该区还利用区内科教资源优势， 促进
企业科技创新。 他们为企业搭建桥梁，
建立产学研服务链条， 让企业技术研
发更有方向。 目前，湘牵工业、精正设

备、超宇科技、凌天科技、平安电气等企
业，已与北航、哈工大、湖大、湘大、湖南
科大等1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全
面科技合作关系， 取得了不俗的研发成
果和经济效益。

把十八洞村打造成
乡村振兴样板

中国城科院与花垣县达成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陈昊 通讯员 龙艾
青 ） 今天上午，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首倡
地———花垣县十八洞村，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简
称中国城科院）与花垣县政府签约，正式达成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 借助花垣县在湖南省西部的区位优势，双方共同组建
中国城科院花垣县分院。

根据协议，中国城科院将充分发挥政策、信息等方面优
势， 把我国在县域城乡建设的先进理念和相关部委试点的
思路优先应用到花垣县的城乡建设中去， 力争将该县建设
成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县域建设试点和示范区。 利用
中国城科院长期在全国县域、城、镇、村方面研究的技术力
量，整合国家层面各方面专家的力量，为花垣县在新型城镇
化、美丽乡村、环境建设等多个层面提供咨询、研究和技术
支持工作。 花垣县将当地城乡规划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经验
等情况反馈给中国城科院，为其在相关研究中提供素材。

中国城科院院长方明表示，通过战略合作，要把十八洞
村从精准扶贫的样板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 为美丽开
放幸福新湘西建设贡献力量。

一封暖心的来信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李白 杨维维

“检察官姐姐，您近来身体可好？ 近几个月里，我在家里
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谢谢你们的教诲，谢谢你们没有放
弃我……”3月8日，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未检专干文雅
洁读着来信，十分欣慰。 这是曾犯过错的未成年人小王寄来
的信。

去年7月，小王因口角和被害人发生冲突，朋友知道后
要为他“出气”，于是他和朋友将被害人带走并殴打。殴打中，
小王害怕“把事情闹大”，不敢打了，也一直劝阻朋友，但未能
奏效。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小王平时表现较好，
此次只是因为一时冲动，交友不慎以致触犯法律。

案发后，小王处于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中。 如果因为一次
错误就让其一生背负污点，也许这个孩子就毁了。 最终，武
陵区人民检察院依据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对
其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6个月。

“读着来信，看着曾误入歧途的孩子改头换面、积极向
上，我感受到了检察官肩上沉甸甸的职责。 ”文雅洁说，检察
官肩负的使命不仅是让涉嫌犯罪人员得到应有的惩罚，彰显
司法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真诚悔过，积极面对未来，
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据了解，近年来，武陵区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工作职责，加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结合办案
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心理疏导工作，共受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6件118人， 对9名涉案未成年人做出附
条件不起诉处理，考察期满后决定不起诉4人，并对未成年
人犯罪档案予以封存。

“挽回一名未成年人，也挽回了一个家庭。 ”想到自己的
一番劝导没有白费，文雅洁甚感欣慰。

矮寨奇观再添奇景
悬崖栈道开通试运营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陈昊）今天，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矮寨奇观旅游区再添奇景， 一段1.4公里长的
悬崖栈道吸引了游人的眼球。

栈道建在垂直落差达500米的悬崖间，漫步其上，险峻
美丽的德夯大峡谷景色一览无余。 走在一段100米长的透明
玻璃栈道上，景在脚下，人在空中，恍若在云中漫步，惊险刺
激，不免让人心惊胆战。 栈道连接著名景点天问台和矮寨大
桥，天桥、天路、天台交相辉映，互为景致，构成了人文与自然
共生、壮丽与精巧同在的峡谷奇观，让人沉醉其中。

矮寨奇观旅游区位于矮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森林覆盖
率达87.1%，集“奇谷、奇桥、奇石、奇俗”于一体，境内有创造
了4项世界第一、桥面与地面达330米落差、主跨长度居亚洲
第一的矮寨大桥，有苗族风情浓郁的德夯苗寨、矮寨盘山公
路奇观等景区景点。 此番悬崖栈道开通试运营，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旅游区的品质和吸引力。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雷鸿涛 蒲佚明
李燕慧）“如果没有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
保公益基金的救助， 我家到现在都凑不
齐医疗费用。”3月4日，新晃侗族自治县9
岁的小杰说，去年他因患肝母细胞瘤，花
费治疗费用15.7万元。 在获得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报销、新晃“大关爱制度”医疗
救助后， 他又得到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
保公益基金项目救助4.33万元， 治疗费
用基本得到解决。

去年1月，新晃引进乡村儿童大病医
保公益基金项目。“大病医保”公益基金

隶属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是取得了合法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旨
在为中国乡村儿童免费提供大病医疗保
险服务， 为儿童争取医疗资金和公平的
医疗机会。

新晃系该项目目前在湖南唯一的全
国试点县，摸索出了“新晃模式”。项目利
用支付宝平台为新晃4万多名（具体人数
为浮动管理）0至16岁适龄儿童筹集投保
资金。 该县所有参加城乡医疗保险的适
龄儿童，均属该项目帮助对象。截至去年
底， 新晃共计有188名患儿得到救助，救

助金额为1076703.43元。
2月25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主办了以“健
康扶贫的模型探寻”为主题的新年论坛，
对“新晃模式”进行了项目升级。 2018年
项目升级后，采取直付模式，在信息公开
的基础上， 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在线投
保及在线理赔。 患儿家长只需要通过支
付宝平台拍照上传相关资料， 即可快捷
便利地获得理赔款项。同时，保费由20元
增加到37元， 最高赔付也由20万元增加
到30万元。

天心区表彰
10位道德模范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陶芳芳 杨
威）2017年夏天，一场特大洪灾袭击长
沙。 天心区市政工人周文君连日奋战，
不幸将生命奉献在抗洪一线， 用平凡
身躯演绎大爱。 今天，长沙市天心区举
行“凡人大爱，德耀天心”第二届道德
模范颁奖典礼， 包括周文君在内的10
位道德模范获表彰。

获得表彰的还有扎根基层医疗工
作30余载的“最美家庭医生”唐香军，
诚信经营餐饮店并开展爱心义卖的陈
炫霖，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十余载的“最
美志愿者”杨士泉等，他们分别获得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
亲、敬业奉献等5类道德模范荣誉。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晓燕 唐人杰）今天，省农科院
蔬菜研究所郑井元博士向记者介绍，在
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的陶岭三味辣椒
提纯和试验种植获得成功。

陶岭三味辣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具有辣、甜、香3种滋味，其外形肉

厚、鲜红、透明，产地范围仅为新田县陶
岭镇。 近年，受多种因素影响，陶岭三味
辣椒品种退化严重。2015年，省农科院蔬
菜研究所专家在陶岭镇海选出100余份
辣椒样本， 开展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
工作。2017年8月，经过两年多选种、栽种
和综合测定， 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实

验成功。
为进一步提纯优良单株和验证陶岭

三味辣椒的特性，2017年10月， 省农科
院蔬菜研究所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
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和试验种植。 经
近日测定，试验基地的辣椒植株在长势、
植株综合抗病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陶岭三
味辣椒的独特品质。

据悉，下阶段，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将开展陶岭三味辣椒种子繁育、 高产高
效栽培、低盐发酵加工等实验。

去年前十名工业企业产值增速达15.2%

去年专利申请2173件，专利授权1296件

新闻集装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惠及新晃4万多名儿童

陶岭辣椒 种到三亚
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和试验种植获得成功

欢乐节日
倡导环保

3月8日， 长沙
市开福区湘雅路街
道新湘路社区，居民
在参与趣味游戏。当
天，该社区开展“趣
味妇女节·倡导新生
态”活动，居民通过
趣味游戏、变废为宝
和环保手绘展等形
式，倡导环境保护。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颖
摄影报道

洞庭湖的螺蛳，为何不能捕捞

宁乡14台营运客车
因“超速、超员”停运

湖南日报3月8日讯（李曼斯 隆文
辉 喻志武）3月5日， 宁乡市14台营运
客车因“超速、超员”停放至指定的停
车场，停运整改4天。 此次停运营运客
车共涉及5家客运企业、14名驾驶员，
车辆停运期间， 驾驶员停岗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 经培训考试合格方
可复岗。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今年伊始，宁乡市运管所对“两
客一危” 企业的违法违规营运车辆采
取“车辆停运、人员停岗”等强硬措施。
截至目前， 宁乡市共计清理和注销不
符合营运条件的客运车辆35台， 规范
营运线路30条，下达整改通知书85份，
安全“隐患清零”取得显著成效。

雁峰区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雨湖区 科技创新成企业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