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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夏艳辉）4月23日，在益阳市赫山区
兰溪镇种粮大户李旭芳的稻田里，刚插完
的秧苗一行行整齐排列。 从4月中旬开
始，他家11台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不
仅插完了自己租种的1600多亩田， 还为
周围农民提供机插服务。李旭芳说：“原来
我们是插完早稻过‘五一’，现在离‘五一’
还有一周就插完了。”

据了解，赫山区大力推广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去年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
81.5%，其中机插率为39.5%，居全省领先
地位。今年全区水稻机插率预计比去年提
高一个百分点，达40.5%。

赫山区曾多次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标兵县。为稳定粮食生产，近年来，
该区采取措施不断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在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
上，区里确立政策引导与农民自主投入结
合、政府扶持与市场化投入相结合的农机
购置模式， 加大农机补贴力度。 去年，对
302户农户(合作组织)购置的533台（套）
农机具发放补贴1026万元， 带动农民投
入购机资金3559万元。近两年来，该区新
成立农机合作社15家， 新创建省级现代
农机合作社示范社5家。

今年，赫山区力补机插这一水稻全程

机械化生产的短板。3月中旬以来，区里先
后组织农机大户等参加农机新技术、春耕
春插知识培训， 还组织现场作业演示，推
广示范。同时，以区、乡机种示范基地和合
作社为主体，推广暗室催芽、温室育秧等
新技术，为机插育好秧。据该区顺安农机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承包的稻田
面积比去年增加200多亩，已全部实现机
插。

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提高，推动了农
业规模经营。目前，赫山区种植200亩以
上水稻的种粮大户有338户，种植面积共
达60多万亩，占全区水稻种植面积50%以
上。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刘兴光 ）4月23日上午，
洞口县高沙镇石榴村金穗谷物专业合作
社两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这两台插
秧机一天可插秧100亩， 全村1000余亩
田10余天便能插完。目前，该村按照“企
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户” 的模
式，已对95％的水田进行流转，基本实现
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产。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业部粮油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县，近年来，该县以
政策为引导、创新为抓手，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业效益。

该县积极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鼓
励规模化生产。通过采取技术下乡、扩大

补贴等扶持措施，去年，全县新增种粮大
户103户、 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组织51个、
种粮家庭农场121户，还成立了全省第一
个种粮大户协会。目前，已发展种粮30亩
以上大户1733户、 粮油生产专业合作组
织231个、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1243
户。 去年， 全县规模种粮面积达21.86万
亩，较上年增加2.34万亩。

同时，洞口县落实购置农机具补贴政
策、大力培育机械化操作人才、发展机械
化服务机构，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目
前， 发展农机专业化服务组织102家，
农业机械保有量达9.3万多台（套），其
中无人植保飞机44架， 县级植保飞机
总量居全省第一；稻田机耕、机插、机

收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7%。
洞口县还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促进

育秧工厂化。今年，该县确定嘉农农机机
械种植水稻专业合作社等4个合作社为
专业化集中育秧服务组织，开展水稻集中
育秧服务。同时，新增育秧工厂1家，工厂
化育秧面积达1.5万亩。

今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预计达143
万亩以上、油菜38万亩以上，粮食较去年
稳中有升，油菜增加2万亩。

长沙市为高层次人才
发“绿卡”

持卡人可享受工作和生活的
全方位服务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陈新）优先保障购房、提供
就医绿色通道、 享受机场和高铁站贵宾服务……今
天上午，笔者从长沙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长沙市
为首批认定的207名高层次人才发放“绿卡”，持卡
人可享受工作和生活的全方位服务。

2017年10月， 长沙市人社局启动首批高层次人
才分类认定申报工作，共有438人申报。经过逐级审
核认定， 并报长沙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和媒
体公示，最终确定了首批207人的认定名单。其中，B
类国家级领军人才24人，C类省市级领军人才74人，
D类高级人才109人。

人才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安装长沙人才APP并注
册激活，即可自动绑定人才绿卡。持卡人享受海关通
关便利，机场、高铁站贵宾服务，以及购房、子女入
学、医疗保健、配偶就业、人事档案管理、驾照转换、
创新创业等全方位服务。 而涉及人才绿卡服务的各
职能部门和人才服务窗口均配有服务专员， 将为人
才提供政策咨询、跟进协调等“一对一”服务。

不仅如此，持卡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配偶
父母还可申领人才绿卡副卡，享受出入境服务，海关
通关便利，机场、高铁站贵宾服务和优先预约体检诊
疗服务。

同时， 长沙市确定了36名省市领导直接联系服
务41名在长建站院士和24名B类高层次人才，长沙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市直单位主要
领导直接联系服务74名C类高层次人才， 各园区、区
县（市）领导直接联系服务所在区域创新创业的109
名D类人才，以更好地为人才排忧解难，全力支持创
新创业。

据了解，为确保人才尽快享受政策红利，从第二
批开始，分类认定工作将实行常年申报、逐月认定。
尤其对于A类人才， 下阶段将组织有关部门主动对
接、上门服务、集中认定。

张家界：
好生态长出好茶叶

力争3年内建成优质茶园
15万亩，实现产值10亿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宁奎）4月25
日， 在拥有2000多亩茶园的张家界三岔茶
厂，来自全市各茶叶生产企业的40名制茶师
傅， 进行了一次紧张的手工制茶技能竞赛，
开启了2018年张家界春天茶会序幕。

张家界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湖南省优
质绿茶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通过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发展茶旅融合，张家界茶叶种
植面积由2013年的5.15万亩增加到8.48万
亩，茶园已初具规模，分布在两区两县28个
乡镇。其中，桑植县被列为湖南省首轮33个
茶叶重点县之一，慈利县早在2003年就被列
为全省茶叶基地县。

目前，茶叶产业已经成为张家界农业产业
重点扶持对象， 力争3年内全市建成标准化优
质茶园15万亩，产茶1万吨，实现产值10亿元。

“挑担茶叶上北京”
安化黑茶将进驻北京八大处公园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通讯员 陈尚彪 记者 杨
军）“桑木扁担轻又轻，挑担茶叶上北京”是首流传广
泛的湖南民歌。4月25日，在安化县举行的“挑担茶叶
上北京”启程仪式上，几十名淳朴的安化茶人挑着满
载山乡人民深情厚谊的安化黑茶正式启程，参加4月
28日至5月2日在北京八大处公园内举行的“第十七
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节暨安化黑茶文化周”活
动。

自古以来，安化茶叶便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从
明代开始，安化黑茶被选为贡茶进入北京。新中国成
立10周年时， 时任安化茶场场长的杨开智携安化茶
赴京向国庆献礼。

此次安化黑茶与北京再续前缘， 将通过隆重的
开幕式、健康养生论坛、外交使节品黑茶和现场制作
百两茶等一系列活动， 向首都和世界人民全面推介
安化黑茶。

安化县目前有35万人从事茶产业。截至去年，安
化县已连续7年位居全国重点产茶县前四强，安化黑
茶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宁乡12名
青年岗位能手受表彰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李曼斯 刘洋）4
月24日，“宁乡市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暨

‘干’在宁乡青年岗位能手风采展”活动在
宁乡大剧院举行，共投票选出8名“宁乡杰
出青年岗位能手”和4名“宁乡优秀青年岗
位能手”。

“蜜蜂姑娘”陈彩华讲述自己带动185
名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经历、“金融儒帅”黄
均亮分享与炭河里等单位合作的故事……
参与评比的12名候选人来自市直单位和金
融、企业、教育等各条战线。据了解，此后共
青团宁乡市委还将举办“我的青春在宁乡”
系列活动，包括“志”在宁乡、“聚”在宁乡、

“爱”在宁乡、“乐”在宁乡、“干”在宁乡五大
活动内容。

郴州河湖卫士
志愿者工作站成立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通讯员 罗志通
记者 颜石敦）4月26日，郴州市河长制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市
河湖卫士志愿者工作站4月22日成立后，各
县（市、区）志愿者协会积极响应，发动志愿
者深入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

据介绍，目前，郴州河湖卫士志愿者工作
站共有3000多名志愿者。他们将开展义务巡
河、河道保洁、环保培训、水生考察等活动，对
损害河道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 对相关
治水项目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株洲市评出
984名“脱贫之星”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李蓉仙）“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株洲
市扶贫办作出决定， 对刚刚评选出的984名

“脱贫之星”进行表彰，并分别给予奖励。
株洲“脱贫之星”评选是从今年2月开

始的，评选分为四大类，即特色产业致富之
星、 转移就业勤劳之星、 发展教育希望之
星、感恩社会公德之星，最终评选出的“脱
贫之星”分为五星、四星、三星3个等级。

岳塘区搭建
产教深度融合平台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阳婷)昨天上午，湘潭市岳塘区产教融合会
议召开，为辖区内5家高校、40余家企业搭建
产教深度融合平台，同时成立产教融合俱乐
部，启动产教融合信息港，并有4个单位、企
业和5所高校进行现场签约，构建起一个“专
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
任共担”的全新合作模式。

据悉，岳塘区将致力于促进人才培养供
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
支持驻区高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
技能实用型人才，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
聚经济发展新动能。岳塘区已制定出台《关
于推进岳塘区产教深度融合的实施办法》，
将筹建产教融合基金，建立校企人才交流互
动机制等。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张义东 陈尊浩

4月中旬， 走进辰溪县孝坪镇中溪村
迎客坳煤矿，见矿部静悄悄的，煤矿洞口
已被混凝土封得严严实实。

“关闭迎客坳煤矿，是辰溪淘汰落后
产能、整县退出煤炭开采而攻破的最后一
个堡垒。”辰溪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去年
该县抢抓国家政策机遇，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依法关闭煤矿7对。

攻坚
过去， 辰溪县存在着煤矿开采规模

小、装备水平差、防灾抗灾能力弱等问题。
2013年， 该县被列为全国50个煤矿安全
攻坚重点县。

依法淘汰落后煤矿，辰溪县一直在努
力。2014年，该县共有煤矿33对，当年依
法关闭20对，2015年再关闭6对。去年初，
该县决定，年内依法关停剩下的7对，整县

退出煤炭开采。
“要关煤矿，那就准备棺材吧。”去年3

月， 在辰溪县召开的煤矿关闭动员会上，
有矿主放出狠话。

为攻坚克难推进工作， 辰溪县成立了
由县委书记、县长负总责的工作班子，出台
实施方案，对煤矿关闭工作实行包干负责。
同时，实行“奖、补、转、赔”政策，主动关闭
煤矿的，除享受国家、省及怀化市原有奖补
政策外，县财政给予同等金额奖励；按照煤
矿总投资10%标准，由县财政再给予补偿；
在县工业集中区租用标准厂房， 可享受免
交租金10年等“转型、转产”优惠政策……

辰溪县还花大力气做好矿主思想工
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逐一与矿主讲
政策、算经济账和安全账。去年9月30日，
杉木溪、桠杉坡煤矿率先签订关闭退出协
议。经反复协商，岩冲、庙坨湾、车垂湾、方
田、迎客坳煤矿也相继签订关闭协议。

为此， 辰溪县共兑现奖补资金近1.2
亿元，其中7800万元为县财政承担，占当

年地方财政收入16.5%。

转型
在孝坪镇永新农林开发公司油茶基

地，工人忙着移植油茶幼苗。
该公司由关闭的杉木溪煤矿转型而来，

已完成投资2000万元， 育成油茶苗1000万
株，全部被贵州、湖北等地客商预订，预计今
年可创产值2000万元。 公司除安置60余名
矿工外，还为周边150余名村民提供就业。

淘汰落后产能，除了在关闭煤矿上发
力， 辰溪还相继依法关停烟花爆竹企业
12家、水泥厂5家，整县退出水泥和烟花
爆竹生产。这些企业关停后，每年可减少
废气排放112亿立方米、 废渣排放1.74万
吨，少抽采地下水910万吨。

同时，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在辰溪工
业集中区，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文化动漫5大主导产业集群。
目前，园区生物碱、电子、动漫等产品远销
欧美、韩国、东南亚。

赫山区 水稻机插 农民轻松

推进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产

洞口县�现代农业 迈开大步

辰溪整县退出煤炭、水泥和烟花爆竹生产———

“壮士断腕”促转型

答题冲关宣传十九大精神
4月25日下午，长沙市湘府文化园，参赛党员在参加答题冲关游戏。当天，天心区举行“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暨宪法学习宣传定向挑战赛，来自区内“两新”党组织的240名党员参加了比赛，通过户外冲关挑战赛的形式学习和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吴智钢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9 3 3 1
排列 5 18109 3 3 1 2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26日

第 2018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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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1040 1684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14 173 348422

2 8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4月26日 第2018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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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061388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936514
1 2135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30
74410

1361230
9355226

41
2500
50252
329630

3000
200
10
5

0707 16 22 2512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