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3月29日，临武县水东镇大冲村委长竹园自然村举行“辣椒龙”
接龙祈福活动。 大冲村盛产辣椒,所产辣椒因颜色鲜红、皮薄肉脆、
辛辣味香等特点而远近闻名。

陈卫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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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盛凯

“今天带孩子参加净滩行动，既
让孩子学到了河流保护知识，又增强
了环保意识。 我们还把捡来的塑料瓶
收集起来，换了10个鸡蛋呢！ ”3月27
日，参加永州全民净滩行动的祁阳县
茅竹小学老师于笃堂高兴地说。

3月22日至28日，第31届中国水
周期间，永州市“民间河长”行动中心
调动冷水滩、零陵、祁阳、道县、双牌、
新田、 江华、 回龙圩等14个县（区）
164条河的“民间河长”，组织当地中
小学生、 志愿者等开展河岸净滩行
动，为母亲河“洗澡”。

“民间河长”就是“千里眼”
“通过现场垃圾分类、 称量、统

计，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河道垃圾的来
源， 能更有针对性地处理。 ”3月26

日，在新田县新田河宝塔山段，该县
“民间河长” 行动中心副主任肖海积
极向中小学生介绍环保知识。

河岸净滩行动期间，各县（区）举
行了保护母亲河科普展、 河流图片
展、水安全课堂进校园、水环境知识
培训等活动，让公众了解垃圾对河流
的危害性，唤起人们保护饮用水水源
地的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永州市河
岸净滩行动累计参与人数达3000多
人。

今年来，永州“民间河长”通过开
展巡查和净滩行动， 反映各类问题
315个，充分发挥了“千里眼”“顺风
耳”作用。 这些问题，经逐一核实，基
本都得到解决。

全民治水格局基本成型
永州是我省第一个推行“政府河

长+民间河长”的市州，组建了1个市

级、14个县级“民间河长”行动机构，
吸纳了241名“民间河长”和一批“河
库段长”“河库守护者”， 带动了900
多个社区、学校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水
环境治理与监督，初步构建了政府主
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志愿者监督
的基层治水新格局。

“使我们备受鼓舞的是，每次巡
河发现问题报告给河长办后，河长办
都会及时督促乡镇、社区解决，然后
把处理情况反馈给我们。 ”3月27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民间河长”行动中
心主任陈建文看着手头的一份份问
题处理回复单，感慨地说，“我们向县
河长办报告的生活垃圾乱丢、 电鱼、
污水管处理等16个问题全部得到整
改处理。 ”

水好了，物种也多了起来
“河流保护好了，水里的物种也

多了。我们在潇水河中拍摄到了很多
以前少见的中华秋沙鸭。 ”3月27日，
潇水河双牌段“民间河长”曹建军对
现在的河水水质赞不绝口。

“从2003年起，我们这群冬泳爱
好者经常去潇水河游泳。 以前是趁着
采砂船放假、河水不浑浊时才敢去游。
现在采砂船不见了，河水清了，岸边垃
圾少了，我们游得更欢了。 ”双牌县69
岁的老人符放时告诉记者。

“河流的环境关系到我们周边所
有人的身心健康。 河流中存在的垃
圾、采砂排污等问题，不仅要靠政府
治理，更需要公众主动参与，把保护
河流当成保护自己眼睛一样去对
待。 ”永州市“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主
任何建军表示，目前，永州“双河长
制”典型做法在全省推广，被国家水
利部提名为“十大基层治水经验”之
一，参与“中国水利记忆”评选。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缤） 今天， 湘潭天易经
开区和广州酒家集团“牵手联
姻”， 广州酒家利口福湖南基地正
式签约落户湘潭天易经开区。

此次签约落户的广州酒家利
口福湖南基地， 位于天易经开区湘
南大道以东、 画眉路以南、 香樟路
以西、 玉龙路以北， 用地面积约
285.5亩， 总投资4.5亿元以上， 主
要生产月饼、 速冻食品、 馅料等产
品。 配套商业综合用地约20亩建
设广州酒家餐饮门店、 利口福食品
旗舰店、 华中区域营销总部、 连锁

总部与广州酒家集团华中区域管理
总部。

项目自2013年初次接洽至正
式签约，经历了一场长达5年的马拉
松式“恋爱”。 广州酒家集团多次到
园区实地考察并成立专项小组反复
研究讨论，在经过多番科学论证后，
并在广州市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
紧紧抓住“中部崛起”战略和湘潭天
易经开区快速发展的契机， 在湘潭
天易经开区投资建设广州酒家利口
福湖南基地。 奋进的天易人和真挚
的广酒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 终究
“牵手联姻”。

5年马拉松“恋爱”修成正果
广州酒家利口福湖南基地落户湘潭天易

�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雷鸿涛
汤惠芳 张玮）3月26日， 在怀化市中
方县湘商产业园内，中铁五新二期项
目工地上，机器轰鸣，搅拌机、切割机
不停作业，工人们浇水泥、运沙土，各
司其职，忙中有序。 作为怀化市重点
产业项目， 中方县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 该项目现已完成投资990万元，
完成项目建设的19.8%。 这是中方县
项目建设迎“春忙”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 中方县提前筹备部署重

大产业项目建设， 明确了以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为内容的发展目标， 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
民生”的重要抓手，积极对接省“5个
100”、市“5个10”产业项目，全面实施
“产业及产业园区三年提升计划”，及
时梳理了市重点项目21个，涵盖交通、
城建、工业、水利、民生各个方面。

截至3月份， 中方县21个市重
点项目共开工 15个， 开工率达
71.4%，投资完成2.46亿元。

中方县项目建设迎“春忙”
21个市重点项目已开工15个， 开工率达71.4%�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陶芳芳 未晓芳 何丹） 长
沙河西新添大型生鲜市场。 3月28日， 位于岳麓现代
城一层的溁湾新街市生鲜市场试营业。 市场内开阔整
洁， 260个摊位摆满蔬菜、 水果、 鱼肉等各类农副产
品， 鲜嫩丰富的菜品吸引大量居民前来挑选。

溁湾新街市生鲜市场位于河西老城区。 据介
绍， 这里新旧小区较多， 人口稠密， 在此之前该
区域附近没有大型生鲜超市， 主要以小门店的生
鲜超市和老旧的菜市场为主， 买菜购物环境差、
品种少、 食品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今年年初，
岳麓区将原本闲置物业利用， 建成4200平方米的
溁湾新街市生鲜市场， 以满足周边居民的生活需
求。 该市场可辐射3万多居民， 配套供水供电排
水冷藏设备等设施， 垃圾集中清理， 活禽宰杀区
采用透明全封闭式， 并设置国家级标准检测室，
确保菜品新鲜优质、 安全卫生。 该市场计划于今
年5月1日正式营业。

据了解，目前，岳麓区已启动新一轮生鲜市场
提质改造工作，初步计划到2019年，在滨江金融社
区、新后湖、大学城等地新建生鲜农产品市场4个，
提质银盆岭菜市场等老旧菜市场12个，建设便民生
鲜农产品社区门店50个，进一步完善居民生鲜农产
品消费步行“15分钟”服务圈。

� � � � 岳麓区启动新一轮生鲜
市场提质改造

长沙河西
新添大型生鲜市场

“民间河长”上岗 永州河流“净滩”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29 日

第 2018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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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 1040 2433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32 173 316936

7 8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3月29日 第2018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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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600960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28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809507
17 9886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60
61476

1266529
5905178

29
2564
45325
210641

3000
200
10
5

1510 17 23 2811

舞动“辣椒龙”
祈盼日子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