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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颜咏涛
杨玉菡)今日，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业园艾华集团车间
里一派繁忙。 该公司每天可生产100万只全固态叠层
铝电解电容器，仅此一项年销售额就有2亿元，中国电
容器也以此跻身国际高端电容器产品行列。

艾华集团是益阳市迎来产业项目建设春天的一
个剪影。 近两年来，该市把项目建设作为富民强市第
一抓手，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招商攻势，推动项目落
地，加快项目建设。 去年，先后举办首届“汇智聚力、建
设益阳”恳谈会、首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
动节、首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并组团参
加省里“港洽周”等活动，还在深圳单辟主场招商会，
实现招商引资“全年红”。 据统计，仅在当地举办的3大
节会就集中签约项目80个，合同引资1300多亿元。

今年，益阳市乘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年”强劲东
风，着力实施产业兴市战略，重点发展工程机械、农业
机械、电子信息、船舶制造、食品、新能源装备、生物医
药等10大特色优势产业，力争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以上。同时，努力对接
全省产业项目“五个100”工程，结合实际，重点实施
“五个10”工程，即实施好10个重大产业项目、10个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1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引进10个
以上500强企业、10个以上科技创新人才有关项目。目
前，该市已有19个项目入围省“五个100”工程。

益阳市招商引资如火如荼，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4
月4日，该市将举办第二届“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
会，拟邀请市域外益阳籍知名企业家33人参加，力争
签约项目67个，预计合同引资逾300亿元。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廖鹤
松 王国栋）3月31日， 在娄底高新区艾威尔新能
源、涟商总部、扶贫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现场，工程
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紧张忙碌，呈现出火热的建
设氛围。通过项目比拼，涟源市共有35个重点产业
项目开工在建，一季度完成投资19.2亿元。

近年来，涟源市高质量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形
成了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军
民融合等十大产业集群。 目前，回春堂药业、康麓
生物、艾威尔新能源等3个项目纳入全省“100个产
业项目”；在谋划的142个重点项目中，产业项目有
73个，年度计划投资82.5亿元。

为助推项目快进、快上、快落地，涟源实行“一
个项目、一名领导挂点、一个责任单位、一套目标
管理、一抓到底”工作机制，项目建设的前期审批、
矛盾调处、要素保障由挂点领导全程负责、包干到

底；坚持“挂图作战”，根据年度目标任务，每个项
目逐月制订节点计划，每月定期调度，促进项目有
序推进；开展“项目建设大比拼”活动，比招大引
强、比园区建设、比发展环境、比质量效益，形成
“比学赶超”的项目建设氛围；坚持问题导向，列出
“问题清单”，通过“专项调度、跟踪问效、挂号销
号、问题清零”等方式，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集中会审、交办督办。

科学的机制、有力的措施、比拼的干劲，形成
了涟源产业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总投资27亿元
的艾威尔新能源从引进、 落地到一期主体工程封
顶，仅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总投资10亿元的康麓
生物一期工程，已发展种植基地25000余亩，黄酮
生产线、精油生产线全面投产；总投资10.8亿元的
回春堂中药现代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设备安装
阶段，预计4月底可投产。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欧阳
友忠 骆力军 记者 邹仪） 仲春时节，
宁远县新能源新材料、光电智能终端、
医药生物食品加工三大百亿产业项目
相继开工。今年以来，该县工业园区建
设和企业落户情况来势喜人， 工业园
区已签约入驻企业21家， 建成后预计
可新增产值180亿元，年创税收12亿元
以上。

宁远县把园区升级作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洼地”来建设，致
力打造“百亿园区、百亿产业、百亿企
业”，加快促进产业、人才、创新要素集
聚。 去年以来，该县投入资金25亿元，
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与湖南建工集团深度合作， 采取PPP
等合作方式，建设园区标准厂房100万
平方米， 其中建成并投入使用标准厂
房20.11万平方米。 同时，改造传统产
业，培育新兴产业，淘汰高能耗、高污
染等落后产能，瞄准光电智能终端、新
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 引进
民企500强企业红狮集团， 投资20亿
元建设新型环保建材产业园； 引进深
圳无界投资控股集团， 打造新能源新
材料和光电智能终端两个百亿产业
园。

宁远县还转变招商方式， 变供地
招商为供房招商， 变分散招商为专业
化招商和产业链招商，实行“一站式”
服务，让项目快速落地建成。 去年9月
引进的裕宁电子、海粤达公司，在最短
时间内办好手续， 目前两家公司均已
进入试产阶段。

据了解， 宁远县2017年完成规模
工业总产值127亿元， 同比增长11%；
新增入园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工业
企业项目14家、 新增竣工投产年产值
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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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19个项目入围省“五个100”工程

一季度，35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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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 实施“五个10”工程

涟源 培育十大产业集群

邵阳举办十九大精神
进基层微宣讲大赛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马永忠 ）

今天上午， 邵阳市举办“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微宣讲大赛。 邵阳市委党校青年教师
刘甜甜用5分多钟， 从3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的原因”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宣讲， 受到观众和评委好评，
她和同校另一位选手肖璐璐获得了大赛一等奖。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邵阳市委宣传部、 市委讲师团主办
了这次大赛。 共有20支代表队的22位选手参赛， 其宣讲内
容具体生动， 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干部群众关心的话题， 展
示了基层宣讲员的风采。

据悉， 邵阳市将组织这次获奖选手赴学校、 企业、 社
区和乡村， 进行巡回微宣讲。

对288家重点运输企业从源头监管

长沙交警破解运输企业
安全监管难题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肖强）
2017年，长沙交警研发运输企业安全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对

“两客一危一校”等企业、车辆、驾驶人进行风险动态预警。
近日，长沙交警支队发布数据显示，去年长沙市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同比下降16.4%， 运输企业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20.6%。

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危险品仓储、运输、
分销、物流金融一体化服务的专业物流企业，年度运营里程
达到800万公里。 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了ES云平台，系统对
接“长沙交警安全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对驾驶人、车辆和企
业管理进行风险评估预警，公司事故预防实现了从“事后追
责”到“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转变。 2017年，公司隐患整
改效率提升了66%，安全风险率下降21%，企业安全生产事
故为零。

依托大数据分析，长沙交警整合全市288家重点运输企
业及其所属的2.3万台车辆、2.5万名驾驶人的基础信息，从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企业管理责任等方面，按照隐患大小
和危险程度设定相应风险分值，统计生成企业风险、车辆风
险、驾驶人风险3大类“红、橙、黄、蓝”4色预警信息。 对存在
突出隐患的企业进行红色预警， 行业监管部门对红色预警
企业进行重点检查、约谈法人、限期整改等措施，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 2017年，长沙市对高风险的53家运输企业、
152台车辆和72名驾驶人发出了红色预警，并将相关评估报
告推送至行业主管部门，纳入大安全生产考核，从源头上消
除了安全隐患。

宁乡
“百企千岗进高校”引才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李曼斯 周学
军）3月31日，宁乡市“百企千岗进高校”
工业企业产业链春季专才引进主场招
聘会暨高校学子宁乡行活动，在宁乡人
才驿站举行。 活动吸引约2000名高校
学生参加，有890余人达成招聘意向。活
动当天，共有20余台车辆免费接送来宁
乡的高校学生，并由工作人员组织他们
深入园区和企业参观考察。 据了解，此
次引才活动共有104家企业参加。 为吸
引人才，宁乡提供零门槛落户，发放租
房和生活补贴、首次购房补贴、交通补
助等政策支持。

新田
爱心商会捐赠课桌椅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何新瑞 ）今天，东莞市新
田商会向新田县宏发圩中心校捐赠
450套全新的课桌椅， 并为10名建档
立卡家庭优秀学生每人发放1000元
助学金。 宏发圩中心校在校学生440
人， 课桌椅大多已用了20年以上，修
了又修、补了又补。 东莞市新田商会
得知该校办学条件后，立即发动会员
捐款，购买了全新的课桌椅。

桂东
入围百佳“深呼吸小城”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钟卓文 ）今日，桂东县旅
游部门负责人介绍，中国国土经济学
会近日在北京发布“2018百佳深呼吸
小城入围名单”，桂东县榜上有名，这
是该县连续第4年获此殊荣。 评选“深
呼吸小城”的主要指标可概括为“五
高一低”，即当地党委、政府重视程度
高，森林、绿地、湿地等综合植被覆盖
率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户
外活动区域负氧离子含量高，主要景
观区舒适度、美感度高，全境范围灰
霾灾害天气影响较低。

聚焦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
自治州开展“拉网式全覆盖”专项巡察整治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晓丽 肖彬
华）“本次专项巡察是拉网式、全覆盖，就是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不遗留任何问题，必须是干净彻底，态度坚决，该整的要
整，该改的要改，该查的要查。 ”3月3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纪委监委负责人在全州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

“拉网式全覆盖”专项巡察整治工作培训会上表示。
自治州从4月1日开始， 对2016年至2017年全州易地扶

贫搬迁所有项目， 以及2014年至2017年全州农村危房改造
项目进行全面巡察整治，内容包括执行政策、履行程序、工程
质量以及腐败现象和作风问题4个方面。 目标是聚焦扶贫领
域突出问题，按照“自查自纠、问题导向、以案促改、从严问
责”的原则，以“拉网式全覆盖”的方式，确保全州贫困人口全
部实现住房安全保障，实现“县摘帽、村出列、户脱贫”预期目
标，推动中央、省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在自治州不折不扣落
地落实。

截至目前， 自治州已启动实施建档立卡易地搬迁人口
7.85万人，占总任务的94%；启动实施104个项目，其中89个
项目实质性开工建设，75个项目竣工验收； 建成安置住房
14193套，搬迁入住贫困人口59894人，其中3.3万人通过帮
扶成功脱贫。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邓立平 张升来）“10年发放助
学金近3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74万人次。 ”今天，醴陵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负责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教育
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印发通
知， 要求各地组织学习全国学生资助
工作“优秀单位案例典型”“优秀个人

案例典型”与“推荐学习单位”“推荐学
习个人”，醴陵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被
列入“推荐学习单位”。

醴陵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于
2008年2月。 同年10月，经省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和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考察
认定， 醴陵市成为全省首个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试点县（市）。 目前，该市建立了

市、乡镇（街道）、校三级联动学生资助工
作网络。自2013年秋季开始，该市各级各
类助学金全部由财政打入“一卡通”或专
项资助卡，没有中间环节。

醴陵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自成立以
来，除统筹管理各级各类助学金外，还先
后筹集社会助学资金4000多万元，资助
贫困学生15546人次。 同时，为4020名大
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705万
元；发动全市6000多名教师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创造了
我省教育精准扶贫新模式。

新闻集装

� � � � 4月2日，长沙街头行人着清凉夏装出行。 当天，省会长沙出现今
年首个高温日，城区最高气温达31摄氏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星城气温首破30摄氏度

10年发放助学金近3亿元

醴陵学生资助工作获肯定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严非平）今日，华容县职业中专教
师张某、章华镇五星小学教师刘某夫妇，
因违规举办小孩周岁宴被行政记过，11
名参与人情宴请的教师被行政警告，两
名校长被提醒谈话。 这是华容县纪委监
委3月8日下发《华容县治陋工作责任划

分》文件、打出最严“限宴令”组合拳后处
分的第2起违规人情宴。

2017年， 华容在全省率先向违规
“人情宴”亮剑。 去年底，华容县“治婚丧
陋习、刹人情歪风”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加大对违规人情
宴责任人查处力度的通知》。 文件规定，

对违规人情宴实行“三个一律”的查处办
法， 即违规人情宴举办者是党员干部的
一律先免职再查处； 对违规人情宴一律
“一案三查”，一查举办者，二查参与者，
三查相关责任人； 对违规人情宴查处情
况一律在媒体公开曝光。

该县通过畅通举报渠道、 加强明
察暗访、强化监督问责、通报典型案例
等方式， 有力遏制了大操大办婚丧喜
庆的现象。

一起周岁宴，“连累”13人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24264
0 363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9
700
8299

9
17
242

152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345
94130

240
234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4月02日 第2018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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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1510 19 21 23 24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02 日

第 2018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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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1040 45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10 173 15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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