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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缤）3月9日， 香港铜锣湾集
团进驻湘潭天易经开区；3月31日，天
易经开区与广州酒家集团“牵手联姻”；
4月8日， 京东集团负责人实地考察天
易经开区，亲身感受天易经开区强劲的
发展势头和发展空间，并寻求合作可能
性……今年以来，湘潭天易经开区强势
开局，各项指标实现开门红：一季度，园
区预计完成技工贸收入209.2亿元，完
成工业总产值143.8亿元， 完成规模工
业总产值94.2亿元，同比均增长20%左
右。

今年，天易经开区紧扣创建千亿

园区目标，全面启动实施招商“一号
工程”、 产业发展工程、 能力提升工
程。 通过以商招商，继续开展“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和专题招商项目
推介会等主题招商活动，形成全方位
立体招商格局。 引导食品医药、装备
制造、 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和槟榔、
湘莲、海泡石三大特色产业的一批龙
头企业转型升级， 向智能化发展，做
强主导产业。 实施“30+30”的扶持计
划， 重点扶持培育30家骨干企业，推
进30个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鼓励企业
通过科技创新、股改上市等方式做大
做强。 同时，该园区进一步健全完善

园区项目、企业“110服务”机制，构建
信息化服务平台，畅通企业、项目问
题反映渠道。

为破除企业融资瓶颈， 保障项目用
地供应， 天易经开区加快建投公司等平
台公司市场化运作，创新中票、企业债、
公司债等多种融资模式， 增强公司造血
能力。 该园区一季度融资到位20.34亿
元。 天易融通公司企业债于3月9日通过
国家发改委联审会审批， 获批金额10.3
亿元。 同时，对闲置土地、低效用地和僵
尸企业进行全面清理，盘活存量资源。截
至3月底， 今年园区共签订土地协议31
个，合计1762.84亩。

� � � �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刘联波）4月8日， 东安县云
数据指挥中心举办学位建设项目并联
审批“一次性盖章汇”，对该县工业园学
校、 城西学校等7个建设项目进行集中
审批盖章。 据悉，当天一次性审批通过
的7个项目，从资料提交、项目立项到全
部办完手续不到10天时间。

东安县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次
性盖章并不是简单地把大家集中起来
盖章，而是以责任倒逼的方式，要求政
府各部门压缩审批时限， 推进审批速
度，提高审批效率。

“一次性盖章汇”带来的审批效率
如清风拂来。 2017年落户东安县的中
民筑友房屋科技东安公司， 仅用3天就
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等证件，80天不到就可投产。
“这么高的办事效率， 在以前简直不敢
想象！ ”该公司总经理苏占鳌对此赞不
绝口。

近年来，东安县牢固树立“项目第
一”的意识，创新开展以“一次性盖章
汇”为核心的并联审批制度改革，努力
把东安建设成投资兴业的美好家园。凡
是县里确定的重大项目， 以及投资
3000万元以上的招商项目，都实行“一
次性盖章汇”审批办理制度。 东安县云
数据指挥中心设有“投资项目并联
审批综合窗口”， 对投资项目的立
项、规划用地、设计审批、建设工程
规划及施工许可、 合并验收5个阶
段的审批事项，实行“一次性盖章
汇”方式审批。 县里每月召开两次

以上重点项目审批“盖章会”，特别重大
项目审批不限次数，即来即开。 截至目
前，东安县已集中审批项目50余个。

如今， 东安县重点项目加速推
进， 东安经济开发区跻身百亿园区，
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
高。 今年，该县确定重点项目127个，
已开工75个，其中因为“一次性盖章
汇” 的高效而慕名前来的企业有15
家，通过“一次性盖章汇”提升效率开
工的项目达28个。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辉 黄春华

“像这样，下刀要平整果断，一次完
成，确保这个嫁接的芽体和木桩的切口
完全贴合，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营养输
入。 ”4月12日，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界牌
乡芝源村苗木基地，刘爱民正在指导村
民进行苗木嫁接。

17年前，35岁的刘爱民辞掉城里的
稳定工作，在家人的质疑中回到僻远的家
乡芝源村种植苗木，历经17年春秋寒暑的
坚持，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他的带
动下，村民们纷纷跟他种起了苗木，全村
苗木种植面积达200余亩， 并带出200多
名挖坑、种树、养护等与园林相关的技术
工人，芝源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村。

“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白檵木，它
与红檵木是同科、同属的，嫁接上来成
活率高。”十余年艰苦创业的经历，让刘
爱民成了园林方面的行家里手。基地的
这些苗木，大都是他到瑶乡大山里寻找
来的野生原木移植嫁接而成，成活率超
过九成。经过修枝、塑型等打理，三五年
即可成型，售价不菲。这几年，刘爱民每
年的苗木销售额都有几十万元。

而在2001年， 刘爱民刚开始下决
心种植苗木的时候，却遭到家人和朋友
的反对， 包括他的父亲。“我父亲说我
30多岁的人了，搞农业种树苗没出息，
还动员家里的叔叔伯伯们劝我回城里
发展。 ”刘爱民说。

创业的艰辛远超刘爱民的预期。虽
然通过学习相关技术，他将苗木打理得
井井有条，长势也好，却苦无销路。 当
初，刘爱民想办法在网上找到客户想把
苗木拍照发过去，因为报价太低而被认
为照片是合成的，销售一直打不开。 曾
经的质疑声再次在亲友中传出。焦虑和
压力让刘爱民差点坚持不住了，种植苗
木好几年，才卖了不到几万块钱。

“那时候家里开销不少，种的树苗
又卖不掉， 放弃的念头曾几度冒了出
来。 ”刘爱民说。

转机出现在2011年。 一位广东客
商应邀到刘爱民的苗木基地考察，看到
地里长势旺盛的优质珍贵苗木，当场就
表明了购买意向， 两天后转来15万元
订金。苗木发过去后，客户非常满意，这
单生意最终成交额达40多万元， 引得
全村轰动。 从这一年开始，许多村民开
始跟着刘爱民种起了苗木，刘爱民也从

不藏私，毫无保留地进行指导。
现年60多岁的刘军胜跟着刘爱民

种植苗木，他的苗木基地共有各类苗木
品种40余种。 其中，5株高大的紫薇，经
刘爱民指导后，成了刘军胜的“镇园之
宝”。 最贵的一株有人出价70万元，他
都没舍得卖。 去年，刘军胜通过卖罗汉
松、桂花树等树苗，获利10多万元。

全村苗木种植户达到了26户。 因为
多年种植、销售苗木，村民大都掌握了不
少园林方面的技术知识。 村里建起了一
支专业的园林队伍， 常年在外面承包园
林工程。 每年的苗木销售，再加上园林务
工这一块， 种植户户均每年收入有10多
万元。 目前，刘爱民正着手组织这些种植
户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发动更多村民
加入进来，将村里的苗木事业做得更大。

通过发展苗木产业， 芝源村90%
以上的村民盖起了新房， 买了小汽
车。 村里基础设施、村容村貌也有了
巨大改观。

“看到家家户户食有鱼，住有楼，出
门骑摩托车、开小汽车，我心里特别高
兴。下一步，我还要带领乡亲们，种更多
更好的品种，让村里的苗木园林生意越
来越红火。 ”刘爱民说。

严查房地产市场
违规行为

长沙重点打击恶意炒作、
哄抬房价、

捂盘惜售、违规预售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
上午，为期一个月的长沙市房地产市场联合
执法专项检查行动正式启动，将重点打击恶
意炒作、哄抬房价、捂盘惜售、违规预售等违
法违规行为。 此次行动由长沙市住建委、长
沙市发改委、长沙市工商局、长沙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市国税
局、长沙市地税局7个部门联合实施。

今天上午， 长沙市住建委等7个部门兵
分两路，先后对长沙市融创融公馆、绿地海
外滩、北辰三角洲、新梦想房屋、中环地产等
楼盘和中介门店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部分
中介门店存在违规行为。位于长沙市岳麓区
含浦镇的新梦想房屋江山帝景旗舰店内，挂
着三四十把房门钥匙，却没有公布一套房源
信息，且许多房源无法提供产权证、委托合
同等证件，存在明显违规行为。 执法人员要
求该门店3天内进行整改， 否则将给予行政
处罚。

据长沙市住建委介绍，本次专项检查行
动范围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
雨花区的房地产销售楼盘和房地产经纪机
构，主要查处房地产销售、中介的违法违规
行为，重点检查去年以来长沙市出台的系列
房地产调控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检查发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对
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责任主体，采取曝
光、记入黑名单、行政处罚等措施从重处理。

儿子备款为老母办寿
母亲捐钱修村组路灯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张婷 谭雪珍）“我勤勤恳恳一辈子，更懂
得勤俭节约、用钱用在刀刃上的道理。 人这
一世不能光讲面子， 现在孩子们不用我操
心，生活上也没大负担，我愿意捐出过生日
的钱，给村里改变面貌，做点有意义的事。 ”
近日，南县茅草街镇友谊村村民周阳春将儿
子们为她操办70大寿宴席而准备的3万元钱
捐给了村里，用于老人所在村组的39盏路灯
安装。

4月2日是周阳春老人的70大寿。 老人
的4个儿子常年在外打拼，有各自的事业。儿
子们为了让老人过个高兴的生日，都陆续赶
回家中， 打算风风光光地为老母亲办场寿
宴。 可寿宴筹备得热热闹闹，却突然变得低
调了起来。

原来，南县正值整治陈规陋习、树立文明
新风，茅草街镇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结合本地
实际，大力宣传拒绝大操大办、狠刹人情歪风。
在老人寿宴的前一天，友谊村村干部得知了消
息，立即通知村部红白理事会上门沟通、劝阻。
老人不但没有不高兴，而且大力支持不搞大场
面，并亲自耐心做起了儿子们的思想工作。 最
后，寿宴取消搭台唱戏、摆放拱门，不请亲戚以
外人员，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老人70岁的
生日过得淳朴祥和。

据悉， 茅草街镇已有10个村、4个社区制
定村规民约，并成立红白理事会，近一个月以
来劝阻大操大办事宜11起。“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其他不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往昔
鞭炮不断、拱门连连、人情“负债”的现象骤减，
群众纷纷点赞。

坚守山村，
只为留守儿童

通讯员 李贵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
一尝……”4月16日，在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太和小学
三年级教室里， 悠扬的歌声响起，80后教师刘黑华弹着
电子琴领着7名学生上音乐课。

这样的课程在太和小学每周有很多节， 孩子们很喜
欢。 音乐课上，弹风琴识五线谱；作文课上，走进油菜花
地里，描写姹紫嫣红的春天；美术课上，投身自然，将当
地河流、 稻田绘到画板上……教学中， 刘黑华根据学生
的学习水平设置“作业套餐”。 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
选择作业题，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进步的快乐。

太和村离原马头岭乡政府有10公里路，全村散居着
400多户人家，主要靠种田为生。 2000年，因这里地处偏
僻，又不通公交车，没有老师愿意来村里教书，学校面临
撤并。 想到孩子们要到10公里外的乡中心校读书，家长
们忧心忡忡。 学区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一起找到刚从郴
州师范毕业的刘黑华，希望他能回家乡教书。 当时19岁
的刘黑华决定回村教一两年，谁知这一教就是18年。

山里农民外出务工多， 村小读书的大多是留守儿
童。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学习，刘黑华建了微信群，让孩子
能与家长交流、沟通。 太和小学校长张外生告诉记者，刘
黑华还每天给路途较远孩子带的中饭加热，教具、玩具
也是他动手制作的。

2015年5月的一天，太和村一对小姐妹吃了早饭，背
着书包去上学。 但她们不是去学校，而是沿着简易公路
走了。 没见到孩子来上学的刘黑华，课间操没休息直奔
孩子家里询问，爷爷奶奶以为孙女上学去了，也不知道
孩子的去向。 刘黑华赶紧骑着摩托车， 追到107国道路
口，才找到走了5公里山路的两个孩子。 原本想责怪孩子
不懂事，但孩子的话让刘黑华一阵心酸，孩子说：“我们
太想念爸爸妈妈了，想去找他们……”

抱着两个懵懂的孩子，刘黑华心里想，自己要用更
多的关爱陪伴孩子们成长。“当年和刘黑华一起从郴州
师范分到苏仙区乡镇的老师，如今都调到城里去了。 ”校
长张外生说，刘黑华放弃一个个外调机会，他舍不得山
里的孩子。

刘黑华70多岁的双亲体弱多病，妻子在家既要照顾
老人，又要看管小孩。“我欠父母妻儿的太多。 ”刘黑华说
着眼睛湿润了，“但山里留守儿童总得有人去管去教。 我
既然当了乡村教师，就要热爱这份工作，苦一点、清贫一
点也值得。 ”

桑植县启动
“山村幼儿园项目”
未来3年建设50所山村幼儿园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田育才）4
月1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桑植县政府
就“山村幼儿园项目”举行签约仪式，未来3
年在桑植县建设50所山村幼儿园， 解决
2421名贫困山村留守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

“山村幼儿园项目”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与民族贫困地区政府部门合作的山区学前
教育发展新模式，通过在当地配备必要的教学
设施，并招募合格的幼教志愿者，提高贫困地
区的整体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今年，在致公党
湖南省委的积极推进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决定在桑植县建设50所山村幼儿园，每年给每
所山村幼儿园提供3万元资金支持，持续扶持3
年，总计投入450万元，用于山村幼儿园改造和
幼教志愿者生活补贴。 该项目的实施，将弥补
桑植县农村学前教育的不足，有效防止贫困代
际传递，进一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

项目建设春潮涌动
天易经开区一季度技工贸收入等3项指标均将增长20%左右

审批提速如拂清风
东安县今年确定重点项目127个，已开工75个

乡村振兴纪实 刘爱民：17年坚守带富一个苗木村

乐挖
春笋
4月 15日，

小朋友和家长齐
心协力挖春笋。
当天， 长沙市望
城区在乌山省级
森林公园举办
“山水黄金园 笋
间亲子乐”活动，
吸引了市区100
组亲子家庭参
与， 感受淳朴田
园休闲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61329
0 844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48
1020
10757

5
18
265

92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967
112324

362
245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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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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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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6日

第 2018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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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1040 880880

组选三 931 346 322126
组选六 0 173 0

9 91

江永62支脱贫摘帽驻村帮扶
工作队再次“上岗”

“原班人马”继续发力
巩固脱贫成果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何云
雄 ）近日，江永县62支已脱贫摘帽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再
次“上岗”，“原班人马”继续驻村3年，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

江永县已于2017年整体脱贫摘帽。 为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江永县委、县政府按照“领导力量不变、包抓责
任不变、帮扶机制不变、扶持措施不变、督导问责不变”的
要求，要求62支已脱贫摘帽的驻村帮扶工作队，继续驻村
帮扶。

虽已脱贫摘帽，但帮扶工作不能懈怠。 江永县要求工
作队员每月驻村不少于20天， 队长继续兼任村“第一书
记”。 将驻村帮扶工作队职责调整为宣传党的政策、巩固
脱贫成果、完善帮扶机制，帮建基层组织、为民办事服务、
提升治理水平，并对驻村帮扶工作队从严管理，对年度考
核不称职、工作出现重大失误、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帮扶
工作队员从严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