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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刘丹青

一年前，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办公
室贺荣华和同事在黄花国际机场旁看好
了商品房。 当时这里还是城乡接合部的
样貌。由于工作忙，两人都没有来得及交
订金。很快，房子被别人抢订了，现在，房
价也上涨了不少。

空中铁鸟翱翔，地面车水马龙，一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 长沙东部一座“航空
城”如今已初具规模。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周围140公里区域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这里，正由“城市的机场”转变成“机
场的城市”。

在荒地和小山包上建成这座城，其
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没有筚路蓝缕的精
神是不可想象的。 但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建设者们并不是一窝蜂大干快上，而
是按规律办事， 既超前谋划、 又留有余
地，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好进度
和时效。

5月底，记者在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综合污水处理中心工地看到， 该项目已
完成进度的70％。在“绿色生态智慧航空

城” 建设理念下， 项目采用“预处理＋
AAO＋高效沉淀池深床反硝化滤池+紫
外线消毒”的处理工艺，出水按地表水标
准IV类标准执行， 达到国内现行最高标
准。9月可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年底通水
试运行， 届时将有利于解决空港城污水
排放问题。

该项目位于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核
心区40平方公里以内， 其主要污水处理
工艺段位于项目综合箱体内， 污水处理
臭气的密闭性好，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综
合箱体顶部采用覆土、绿化的形式，地面
将是园林公园，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一定不能走先
发展再治理的老路。 环境保护与发展要
同步，必要时要先行。”长沙县负责人介
绍， 污水处理中心一期建设规模为10万
吨/日，一期总投资近5亿元，全部由长沙
县财政投资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空港城
校区一期建设预计于7月底完工，目前该
校区的小学一、二、三年级及初中一年级
400余名学生招生工作已全部完成，9月
将开学。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是北京
师范大学直属的“十五年一贯制”以寄宿
制为主、 全日制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学
校，其中空港城校区毗邻黄花国际机场，
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站式全覆盖。空
港城校区今年秋季入学招生工作已全部
完成，其中长沙县学生占九成。

“在同等条件下，我校会优先考虑临
空经济示范区范围内的学生。”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 北师大长沙附属学校空港
城校区作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的重要
配套设施， 可满足示范区内企业员工子
弟从幼儿园到高中各学段名校就读的全
部需求。

“该校建成开学，有利于吸引更多企
业在示范区内落户，为企业员工解决‘后
顾之忧’。”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处于起
步阶段，坚持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
聚人、港城融合，这也是必由之路。在发
展速度上，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以“三
做三不做”为原则，适度发展。“三做”就
是对水电路气网、商场、酒店等基础配
套设施和综保区等已经确定的项目，以

及征地拆迁等，“已经看准了的事” 拼命
往前推；“三不做”就是对交通组织、产业
方向、 功能分区等暂时“还没有思考成
熟”的工作，绝不盲目蛮干。

按照省领导“以人为本、注重细节”
指示精神，长沙航空城共整合投资近370
亿元，聚焦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中的
突出问题， 重点精细精准推进了环境
整治、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环境保护
“四大行动”。目前，基础设施项目机场
大道、 金阳大道和S210、S207全线通
车， 人民路以南片区道路顺利竣工验
收，骨架路网基本成型，长沙临空体验
展示中心正式向市民开放， 临空变电
站、综保区进出口展示中心、综保区跨
境电商监管中心正在稳步推进， 五星
级酒店、商贸综合体、中心消防站等配
套设施在同步推进中。

引导企业由分散经营向园区集聚

中部最大打火机基地
邵东开建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魏志刚）我
国打火机生产第一县邵东县再展强劲发展势头。 今天上午，
总投资10多亿元、志在打造我国中部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
的邵东县团山打火机工业园开工。

邵东打火机的出口量为全国第一，其中一次性打火机占全
球约70%的市场。 团山镇是该县打火机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
一，现有打火机产业生产企业15家，年产值约8亿元。但企业大多
分散在各个村落，档次低、发展受限，安全和环保标准不高。

为促进打火机产业转型升级，邵东县和团山镇引进民营
资本，由团山太一城镇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建设团山打火机工
业园，引导打火机企业向园区集聚、向智能制造升级、向现代
化企业迈进。该工业园占地面积600多亩，其中一期开发300
亩，计划1年内完工。建成后将是我省乃至中部地区最大、最
现代化的打火机工业园，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该项目将为
团山的小城镇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并助推
邵东打火机走向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不让“五毛食品”
吃坏孩子

衡东重拳整治问题食品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周健 罗鹏飞)“现在，没有人敢卖问
题‘五毛食品’了，都担心把孩子吃坏啦。”6
月11日中午， 记者来到衡东县洣水镇文冲
小学时， 走进校门口对面一家名为“喜洋
洋”的食品店，女店主如是说。

在儿童食品区， 记者没有发现存在问
题的“五毛食品”。

所谓“五毛食品”，主要指“辣条”“辣
片”等调味面制品、果脯、饮料、膨化食品
等，其包装粗糙，色彩艳丽，含有多种添加
剂， 营养价值低， 很大一部分是无生产厂
家、生产日期的三无产品，对青少年的健康
不利。但因价格便宜(一般5毛钱一袋)、口感
刺激，一度在中小学生中流行。

今年5月起，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联合县教育、卫生等部门，重点对辖区校园
及周边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相关证件、
食品的进货渠道、供货商的相关资质证件、
食品的保质期生产日期、 食品是否由正规
厂家生产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查。 共检查流
通环节食品经营户700余户，检查餐饮服务
单位410户，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60份、关
停3户，基本杜绝了“五毛食品”在市场上流
通。

“我们是中国警察，
请放心！”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卢雨珊

“警员的优秀、专业及无私让我馆肃然起敬，望中韩两国
友谊地久天长。”6月11日， 张家界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来自韩
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警察的
感激之情。

6月3日10时，在张家界大峡谷风景区路段，一辆载有13
名韩国游客的大巴车，撞上了房屋的水泥柱，司机、中国导游
和一名韩国游客受伤。

“我们是中国警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事故！”第一时
间赶到的当地民警，一边将伤者紧急转移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进行治疗，一边通过翻译，不断安抚惊魂未定的韩国游客。

与此同时，事故的定性和处理、赔偿事宜的协商、伤者的
治疗等事项，在张家界相关部门、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中韩
游客及伤者家属的共同协商下，进展顺利。民警高效的办事
效率，也得到了韩国游客的交口称赞。

“好想快点回家！”当张家界警方了解到韩国人的感受和
诉求后， 立即对13人的团签手续进行分签和改签。6月4日16
时，11名韩国旅客搭乘飞机提前回国。 一位77岁的韩国伤者
由其子留下陪护。

对事故进行处理的同时，办案民警还抽空去医院探望伤
者。“感谢你们的照顾，我的伤情已经稳定了，想尽早回家。”6
月6日，这位韩国伤者提出了提前出院回国的要求。在医院对
其身体进行严格检查后，当天，在民警的帮助下，两人从张家
界坐车到长沙后，乘飞机返回韩国。

在13名韩国游客全部回国的同时，司机与导游经过悉心
治疗与照料，也已伤愈出院。

“为我们的警察点赞！”大巴车司机何师傅经历了整个事
故，感动于张家界警察的兢兢业业，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瑶乡俏销枕头粽
通讯员 米承实 郑子阳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前几次买的枕头粽，亲戚朋友吃了都
说好，给我再来10条。”6月11日，辰溪县黄
溪口片区七姓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
曹龙的微信上，第6次收到临澧县舒孝良的
订单。

远离辰溪县城的黄溪口片区7个乡镇
生活着7个姓氏的瑶民， 民俗和饮食独特，
枕头粽是瑶民的美食之一。它以糯米为基、
腊肉作馅，外裹粽叶笋壳，形似枕头，是七
姓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拳头产品。

合作社是2015年成立的， 牵头人是从
辰溪县黄溪口镇双溪村走出去的青年漫画
家米海兵。双溪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
子成了“空心村”。米海兵决定成立合作社，
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米海兵的想法得到双溪村村支两委和
村民积极响应，50多名村民众筹50多万元，
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
发展乡村旅游，一是通过电商卖农家土货。

3年来，合作社建设了游泳池、农庄、烧
烤台等，举办了3次农耕文化节，吸引了许
多游客来村里体验农耕，品瑶族美食、购农
家土货。电商则推出了茶油、生态米、腊鱼
腊肉、粽子、月饼、菜干、豆腐等系列土特
产。 去年通过网上销售和举办乡村文化旅
游节，带动销售近100万元，合作社社员人
均增收6000余元。

为了制作美味的粽子，合作社在今年4
月中旬进行了两次专题研讨， 并挑选几户
粽子做得好吃的村民比拼， 评出粽子做得
最好吃的村民米贤云，由他负责配料。精选
原料、挑选配方……今年枕头粽一推出，就
走俏市场，带动就业30余人。

“4月29日在微信上开卖，卖到了全国20
多个省市区，共8100多条，实现销售收入16
万多元。”负责统计、发快递的合作社社员米
庆先乐呵呵地说，粽子在端午节前后会有一
轮销售高峰，预计销量可达2万多条。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姜鸿丽
通讯员 钟克宏 杨艳

“家族赈酒 ，来去自由，不收人
情……”6月9日，记者走进石门县夹
山镇杨坪社区， 见一群放学回家的
孩子站在社区“格言长廊 ”前，诵读
“陶氏族规”。

跟在孩子们身后， 记者来到社区
一组12户陶姓人聚居的小区。10多栋
瓷砖房傍塘而建， 错落有致， 塘水清
澈， 岸边花草倒影清晰可见。“忠孝仁
和承祖训，诗书礼乐构家风。”每家门
前悬挂着红底黄字治家格言， 格外醒
目。

“陶家人照顾我3年，这个人情怎
么也还不上了。妹夫马上过生日，我想
买条烟感谢一下。”今年60多岁的方文
才拄着拐杖在塘边纳凉， 跟摘菜路过
的邻居汪新年说。

据了解，在一起车祸中，方文才家

人去世，自己半身不遂。后来，嫁入陶
家的妹妹把他接来照料， 陶家人专门
改造了一个房间，以方便他生活起居。

“我们这个地方不兴人情的，但比
其他地方更有人情味， 你就安心养病
咯！”今年68岁的汪新年说，她嫁入陶
氏家族以来，族里不管家境是否宽裕，
红白喜事过生日什么的， 从来不兴送
钱、送礼。

“要说不收人情，起码有70年了！”
说话间，家族中辈分最高、但年龄只有
54岁的陶朝辉带着孙儿散步路过。陶
朝辉说，他父亲是老组长，2001年去世
时78岁。他父亲生前说过，从记事起陶
家赈酒从不收礼。

这种说法也得到现任组长陶金生
佐证。陶金生说，1948年，陶家就定下
赈酒不收人情的“族规”，并刻在碑上。
土改时期，陶家出了两个干部，他们以
身作则，对家族管理非常严格，发现哪
户人家赈酒收人情， 这户人家各方面

获得的照顾就会全部被免除。
陶朝辉的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

他临终前， 特意将陶金生叫到跟前嘱
托：“陶氏子孙绝对不能收人情， 不欠
人情才自由。”陶金生当时似懂非懂地
应承下来。后来，随着陶氏与外界联系
越来越多， 发现有的地方人情风愈演
愈烈，不堪重负，陶金生才明白祖训的
重要意义。

陶家虽不收分文人情， 但大家都
很团结， 每个家庭只要有婚丧嫁娶或
别的什么事，大家不请自到，主动上门
帮忙。在脱贫攻坚中，有一户贫困户没有
人手翻修危房，族里的人主动去帮忙。每
年春节， 是陶家最为热闹的时候，12户
40多人吃起长桌饭， 大家带来酒菜，一
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其乐融融。

夹山镇党委书记田辉深有感触地
说， 大山深处的陶家人一直保持赈酒
不收人情，难能可贵。目前，该镇正在
把陶氏家族的好家风向全镇推广。

徐德荣 唐曦 岳翅翼

6月11日，为抢救一名因药物中毒
导致昏迷的贫困村民， 驻衡东县洣水
镇仙林村扶贫工作队的4名队员，与其
他村民合力抬着中毒村民赶了1公里
山路， 为其争取到宝贵的救助时间，在
当地传为佳话。

当天中午12时30分， 扶贫工作队
队长陆姣玉等4名队员，刚从村里走访
回到驻地， 便得知该村一组的贫困人
员罗某青因药物中毒已昏迷不醒，需
紧急救助。

民情就是命令。4名工作队员顾不
上吃饭，一边联系县城医院，一边与村

干部们火速赶往贫困户家里。
大家赶到罗家时， 罗某青依然处

于昏迷状态，需要紧急就医。其家属介
绍， 罗某青因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症，需
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当天服药时，监护
人不在身边，他便自己找药吃，才出现
过量服药导致药物中毒的情况。

从罗家去县城医院， 必须要经过
一段1公里的崎岖山路， 山势陡峭、荆
棘丛生，救护车无法抵达。而此时，罗某
青的家人已急得团团转。

“大家抬着走！”陆姣玉与大家迅速
商议，为给罗某青争取救助时间，避免
发生更严重的意外， 决定将罗某青抬
到山路对面路口，与救护车会合。

一时间，扶贫队员、村干部、热心村
民纷纷加入到营救当中。大家用睡椅搭
成临时担架， 将60余公斤重的罗某青
抬着就往外跑。

一路上，路面崎岖坑洼，又负重前
行，很快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汗水湿透
了衣服。好在热心村民们，也纷纷主动
上前与扶贫队员“换肩”，开始了一场爱
心接力。

大家轮流抬着，向路口小跑，10余
分钟后，顺利将罗某青送上已在路口等
候的救护车。

通过医院紧急抢救，罗某青终于转
危为安。主治医生说，幸亏送来及时，否
则患者可能有生命危险。

10名“新时代最美芦淞人”评出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罗金鹏）“作

为食品企业负责人，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产品安全、可
靠，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6月10日，在株洲市芦淞区，株
洲苗妹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娅告诉记者，她刚被评为

“新时代最美芦淞人·诚实守信模范”，她会坚守诚信，并不
断影响身边的企业家做良心产品。

6月8日，芦淞区评选出2018年“新时代最美芦淞人”，
包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等5大类共10人。

隆回适龄妇女免费“两癌”检查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贺上升

刘真正）6月11日，在隆回县滩头镇，适龄妇女持身份证到
该镇中心卫生院排队登记，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
查。据统计，该县24个乡镇将有6万多名35至64周岁的农村
适龄妇女参加“两癌”免费检查。

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纳入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该县今年5月在全县启动开展这项工
作。广大妇女通过“两癌”筛查，可以做到有效防止小病变
大病，大病变癌症。这两项检查，由政府“买单”，个人可省
200多元检查费。

好风凭借力“凌空”正当时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产业项目铺排“以人为本、注重细节”

在石门夹山镇，聚居着12户陶姓人———

70年来不收人情

村民药物中毒昏迷，情况危急，众人抬着就往外跑———

1公里山路的爱心接力

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2日

第 2018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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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 1040 896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89 173 240297

3 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12日 第2018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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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87192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55099
0 1930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40
54874

1102829
8009998

23
1924
40304
299956

3000
200
10
5

0504 12 15 1809

邻里和睦一家亲
6月12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坡子街社区开展“邻里和睦一家亲”迎端午活动，通过节目表演、集体包粽子和为低

保人员送粽子等形式，让社区居民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感受温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