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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勇 彭仁
满）3月16日，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星湖片，伴
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12户人家、占地2.34亩的“空心房”轰
然倒下。拆除后，因地制宜开展还耕、还建、还绿、还湿工作。
截至3月16日，全区累计拆除“空心房”684户，并持续推进复
垦复绿工作。

今年初，屈原管理区在岳阳市率先整区推进“空心房”
（包括闲置房、危旧房、零散房、违建房）整治，着力实现“生
态大修复、建房大集中、面貌大提升、乡村大振兴”。该区成
立了区委书记任组长的整治领导小组，建立了区、乡、村三
级书记抓整治的责任制。按照“责任到人、干部包户、限时拆
除”的要求，组织农村党员带头有序拆除。把空心房整治工
作列入对乡镇年度综合绩效考核的内容， 做到“一日一通
报、一日一排名”，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乡镇由区主要领导对
乡镇一把手约谈问责。

该区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 实施退房
还耕。对面积较大、土壤肥沃、灌溉条件较好的宅基地，按照
“有偿退出、有序入市、有效复垦”的原则集中复垦为耕地，
并将复垦土地使用权在网上交易， 目前已完成150亩宅基
地复垦工作。同时，实施退房还建。坚持“拆、建、管”并重，以
“空心房”整治带动集中建房，坚决禁止零散建房。2018年，
江南水乡风格的义南、荷花、幸福、磊石4个30栋以上村级
建房点将脱颖而出。

该区实施退房还绿。将面积较小、不宜耕种和建设的
地块作为绿化用地，建设微公园或发展田园经济。天问城
市森林公园、惠众田园综合体在“空心房”整治的土地上
进一步拓展了绿色空间，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等田园经济
正加快发展。同时实施退房还湿。将营田镇古湖村及周边
区域整治退出土地纳入全省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打
造湿地公园，白鹭翻飞、莲叶田田、芦苇浮荡的湿地生态
将倾情展现。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任泽旺)“县里
这样尊师重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啊？”新学期伊
始，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学校的老师们，对县里给教师人均增发
1000元目标管理考核奖的“教育优先”措施赞赏不已。

江永县委、县政府坚持“教育优先”，把教育作为“第一民
生”来抓，着力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近年来，该县重点
实施标准化学校建设、幼儿园建设、薄弱学校改造、城区学位
建设、信息化建设、标准化食堂建设“六大工程”，聚力解决城
区学位、幼儿教育、学生营养餐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难题，
消除“城市挤、农村空”和农村学校“通铺住宿”“露天进餐”现
象。仅去年，全县就投入2亿元，建成合格村小、农村公办幼儿
园14所，完成13所学校“薄改项目”建设、标准化食堂创建，完
成城区学位建设项目3个，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该县为让农村孩子同样享受城里孩子的优质教育，以县
一中托管夏层铺学校为试点，积极推进城乡学校联合办学模
式，在教师资源、信息资源、课程资源、教学科研资源等方面
向农村学校倾斜。同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落实乡村教师体
检、培训、班主任津贴经费650余万元，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
才到农村任教，缓解了农村学校师资缺乏的燃眉之急。并常
年开展观摩研讨、送培到校、送教下乡活动60余次，带动农
村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该县还实施“人才工程”，创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和
教师考核奖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专注乡村教育。目前,全县
建有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名师工作室”3个，23人被评为市
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2人被评为市级名校长、 名师。县
财政每年拿出300多万元经费，专项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营造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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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魏志刚
杨秀）“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提升的不仅是效率，更重要
的是品质得到了保障……”3月15日， 在邵东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院，上了一堂有关打火机行业“智能”改造的培训
课，当天100余位打火机制造企业高管参加。从去年以来，
此类培训每周都在进行， 这是邵东县用科技创新促进传
统行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环节。

去年，邵东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发展实体经济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设立产
业引导基金20亿元、创投基金4亿元，加快对传统产业进
行技术改造。同时，成立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开展培
训，引导当地打火机、五金、箱包等传统产业往“智能化”
方向发展。 还组织团队， 对产业升级关键性技术进行攻
关，目前已获得国家专利108项。当地五金行业龙头企业
邵东东方神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率先进行“智能化变
装”，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对生产技术进行革新，成
效显著。 去年， 该公司创总产值1.28亿元， 比上年增长
54.2％，生产效率提高35%。

技术革新带来的红利开始凸显。去年，邵东县进出口
总额达6.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9.9%， 占邵阳市出口
40.1%。 在去年全省新型工业化和科技创新指标排名中，
该县有6项指标居全省第一， 连续第6年获评全省新型工
业化工作先进县、全省科技创新示范县。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李清华）
在3月20日召开的张家界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省科技
厅相关负责人宣读张家界市经济开发区为张家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认定文件并授牌。 这标志着该市有了首
个省级高新区。

张家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进行设立，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旅游商品、新材料等特色
产业，目标是建设成为张家界市新的增长极，成为武陵山
片区高新技术产业承载区和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区。 为了
拿下省级高新区“金字招牌”，2017年，园区积极对接“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个数增长30.8%，科技投入增长312.75%，专利申请
数增长83.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整个园区工业总产值
50.2%。近3年来，园区企业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课题60多
项，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16项，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学
研合作机制。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佳泳 邓志强）3月20日，湖南
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举行2018年第一
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甲基吡咯
烷酮项目、乙醇汽油项目、氯甲基硫氮
茂项目、特种环氧树脂项目、新型高分
子环保材料等项目8个， 总投资24.9亿
元，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约68.15亿元、
税收约3.45亿元。

据悉，此次签约项目投资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投资5亿元
的甲基吡咯烷酮项目， 主要建设10万
吨/年N－甲基吡咯烷酮（NMP）、2万
吨/年环己胺、1万吨/年石墨烯导电浆
料的生产装置及辅助设施。 产品主要
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消费类锂
离子电池， 能极大提升动力电池的能
量密度， 增加动力电池的循环使用寿
命，大幅提升动力电池的续航里程，市
场需求旺盛，属于“朝阳产业”。项目建

成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20亿元、
年税收约1亿元。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近年来，岳阳
绿色化工产业园紧紧依托大厂产业链
招商，加快石化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
丙烯、碳四、芳烃、碳一4条主产业链，园
区开发面积达15.9平方公里，产值突破
1000亿元， 成为湖南乃至长江中游重
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当前正在积极
创建国家级经开区。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上午，长沙市
城管综合执法支队交通设施大队的执法队员在长沙市潇
湘大道滨江景观道沿线，对违法停放、压占盲道的车辆逐
一进行严格查处。记者了解到，3月16日起，长沙城管部门
正式启用停车管理执法系统。今后，城管执法人员对占用
人行道违停机动车进行查处， 违停信息将在两个工作日
内同步录入交警处罚系统。

据介绍，发现机动车违停人行道行为后，城管执法人
员将使用执法终端设备采集违法信息，现场打印《占用人
行道停放机动车辆行政处罚告知书》，并张贴于违停车辆
驾驶室窗口。同时，城管执法部门违停执法图像和信息将
通过集成指挥系统审核后导入交警处罚系统， 与交警查
处的交通违法信息同等对待， 实现违停执法信息联网处
理。违停车主在收到短信通知后，可前往城管处罚中心接
受处罚，也可在交警部门办理城管违停处罚业务。

2017年12月以来，长沙城管、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以五一路、韶山路、芙蓉路等37条道路为重点，集中
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违停行为。目前，为方便违停处罚
业务办理，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和市交警支队已联合开通
“易站通”自助处理机服务。当事人前往全市161个违停自
助处罚网点， 均可查询和办理城管部门查处的违停处罚
业务。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全香茗 赵小兵）今天，记者
从永州市中心血站、永州市中心医院获
悉， 已经有5名市民为祁阳县大村甸镇
永福坪村63岁的黄桥保老人， 捐献了
RH阴性O型血液（俗称“熊猫血”）。

3月13日下午，黄桥保在砍伐一株被

白蚁蛀空的大树时，从树上坠落，不省人
事。 村民们把黄桥保送到祁阳县中医院
抢救，发现黄桥保是RH阴性O型稀缺血
型者，可县里没有这种稀缺血型的储备，
他的三个子女的血型也不配对。

于是，黄桥保被转送到永州市中心
医院重症监护室，医院急忙与市中心血

站联系紧急调血，仍远远不够。无奈之
下，黄桥保的儿女们在朋友圈求援：“父
亲遭遇意外，急需RH阴性O型血，救命
急需！”不一会儿，这条消息被大家通过
QQ群、微信群等迅速转发，陆续有志愿
者赶到市区献血点为黄桥保献血。祁阳
县的李先生驾车赶到永州市中心血站，
捐献了400毫升RH阴性O型血。 他说：
“我不能视而不见， 希望这位父亲能够
挺过难关，坚强地活下来！”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通讯员 王
跃华 邝岚 记者 李秉钧）3月20日，湖
南省文化馆首场“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去———文化惠民资兴行文艺演出”和
“播撒艺术的种子” 艺术帮扶活动在资
兴市剧院和资兴市一完小举行。除众多
观众在现场观看演出外，60多名小学生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艺术课。

在资兴市剧院舞台上，资兴市文化

馆、郴州市群艺馆和省文化馆带着各自
精选的节目上台飙戏。群舞独唱、相声
小品、快板双簧、器乐表演轮番上演，把
一顿丰盛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基层群众
面前，激起阵阵掌声。其中，《板凳宽 花
腚扭》《土家摆手舞》等舞蹈为观众带来
别样的民族风情；徐星文、胡聪俊表演
的相声让人捧腹大笑；清澈透亮的童声
独唱《爸爸 我不怪你了》唱得现场100
多名扶贫干部泪流满面……

在资兴市一完小的舞蹈室和声乐
教室，省文化馆的姚倩、彭惠惠、姚娟、
徐犇4人， 各自用一堂精彩的舞蹈教学
课和声乐教学课，为喜爱艺术的小学生
们打开了一扇望向艺术殿堂的窗口，在
他们心里播下艺术的种子。

据悉，“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
文化惠民基层行”系列活动，是省文化
馆和省文化志愿服务总队把文化扶贫
融入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旨
在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帮扶，推
进城乡“结对子、种文化”成为常态。此
次“资兴行”，是该系列活动的首场基层
演出。

常德晒出
执纪监督成绩单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姜鸿
丽 通讯员 皮柏枝）3月20日，常德纪
检监察部门晒出了今年2个多月以来
的成绩单：共立案384件，其中市级6
件、区（县、市）37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共175件（含结转），其中市级5件、
区（县、市）170件。

在这些案件中， 方际三案引人关
注。 方际三是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 成为当地第一个被市纪
委、市监委采用留置措施的公职人员、
处级干部。 此举体现了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

常德市监委是我省成立的首个市
级监委，今年1月1日挂牌成立，与市纪
委合署办公。常德市纪委、市监委从严
执纪、全面监督，为落实市委“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提供了有力纪律保障。

农发行湘潭市分行

38亿余元支持
“大美湘潭”建设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丁凯 雷福)近日，农发行湖南
省分行与湘潭市政府签署《支持乡村
振兴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双方携
手共促“伟人故里、大美湘潭”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2017年，农发行湘潭市分行紧紧
围绕湘潭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
和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的总体
部署和要求，大力支持“伟人故里、大
美湘潭”建设，全年发放贷款38.74亿
元，2017年末贷款余额84.41亿元，重
点支持了棚户区改造、水利建设、路网
建设、应急救灾等项目，为湘潭市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天意木国”落户益阳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潘倩莹)3月19日，益阳东部新
区管委会与珠海日东集团举行“天意
木国”项目签约仪式。

“天意木国”项目落户益阳东部新
区，计划总投资不低于33亿元，以奇
根珍木展览和根雕木艺加工交易为
主，将规划建设奇根珍木主题公园、根
雕木艺加工交易中心等。据介绍，日东
集团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收集了数以万
计的根雕艺术作品和珍稀木件， 规模
大、数量多、题材广泛，艺术水平很高。

新闻集装

邵东科技创新
促传统产业“蝶变”

张家界有了
首家省级高新区

长沙查处违停车辆手段升级
城管查处信息同步录入交警处罚系统

8大项目签约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
总投资24.9亿元，预计年新增税收3.45亿元

全城寻找“熊猫血”

结对子 种文化
“文化惠民基层行”资兴首演

3月20日，
航拍湖南烈士
公园跃进湖，春
意盎然。跃进湖
曾是长沙城内
有名的“臭水
湖”。近年来，通
过清淤注水、种
植水生植物、投
放鱼类、增加增
氧设备等措施，
逐步实现了“水
清、岸绿、景美”
的治理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美
丽
跃
进
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20日

第 2018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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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1040 986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69 173 288737

4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3月20日 第2018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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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220027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7 2248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92
59834

1201239
7498833

57
2401
48025
279486

3000
200
10
5

1416 19 27 3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