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消费”助城步苗乡脱贫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望春

尹国纲）最近，长沙市开福区利用中秋、国庆双节，在城步苗
族自治县组织开展“爱心消费”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近年来，城步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积极推进产业扶
贫，着力发展青钱柳、苗香梨、茶油、蜂蜜等特色农业产
业。但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农产品销售难成为群众
脱贫一大瓶颈。为此，开福区积极对接城步供销联社等单
位，深入兰蓉、汀坪、长安营等乡镇贫困村，购进青钱柳、
苗香梨、茶油、苗家腊肉、苡米、粟米、七彩灯笼椒等原生
态、无污染的农产品，统一分类包装，组织区里干部群众
购买。在这次“爱心消费”活动中，共购买农产品7.5万公
斤、价值11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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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秋收季节，一杯绿茶在手，在醇厚的
茶香里感受自然的恩赐与茶人的用心。
记者近日走进长沙县金井镇,“茶乡小镇”
果然名不虚传。

茶香溢千年
“昨天我从万寿山带回了一桶上好

的泉水， 家中还藏有一些湖广长沙的金
井白露茶。” 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
中，有个细节并非空穴来风。据《本草纲
目》记载：“楚之茶，则有荆州之仙人掌，
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长沙县自西
汉时期已开始茶叶生产， 到五代马楚王
朝时期，茶业盛极一时,历史有千年。

地处长沙县、平江县、浏阳市、汨罗
市等地交界处的金井镇， 坐拥“十里湖
面、百年古井、千年古寺、万亩茶园”，是
国家级生态镇、湖南省茶叶专业乡镇。

千百年来， 金井茶文化与湖湘文化
相互渗透， 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让该地成
为著名的“茶乡小镇”，金井茶不仅保持
传统特色———有机种植， 更实现了机械
化、智能化，形成了茶旅融合特色产业化
之路。

金井镇现有茶叶基地3万亩，年产量
1.1万吨，茶叶的现代化生产，主要依托于
金井茶厂和湘丰集团两大全国闻名的企
业。2017年两家企业总产值达8.5亿元，带
动镇内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红红火火。

在金井镇， 有上万茶人依靠茶产业安身
立命，甚至发家致富。

茶人代代传
茶香千年，传承命脉的是茶人。
周长树在金井镇土生土长， 喝着家

乡茶长大，对茶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许是
命运的安排，上世纪90年代，从基层干部
干起，后被安排到金井茶厂任书记。

周长树回忆，1954年，中茶公司安化
茶叶试验场（湖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前身）
转移到长沙县高桥镇， 距金井茶厂仅几
公里。科研所在金井茶厂试验，培育的良
种第一时间便为金井茶厂所用， 扦插技
术、 无性繁殖技术等领先其他茶厂10余
年。 这批科研人员研制的白毫早、 湘波
绿、槠叶齐、碧湘早至今仍是湖南绿茶行
业的主打品种。所以,周长树非常有信心，
也脚踏实地， 金井茶厂一步步打开了天
地。

如今， 他将对茶的热爱传递到了儿
子周宇手上。金井河水后浪推前浪，金井
茶厂改制后,周宇担任了湖南金井茶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 并成为了全国农业劳模。
去年年底, 他还作为唯一的茶业代表，和
其他劳模一道， 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
湘丰集团的生产厂长冯海斌今年55

岁， 父亲是湘丰集团前身脱甲茶厂第一
代茶叶工人，女儿也在茶厂车间工作过。
少年时木制的油茶机、 竹篾片做的风干
机、炭火烘焙的生产场景，他至今记忆犹
新。“公司现在的茶机自动化程度非常
高，可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今昔对比，
冯海斌颇有感叹。

茶叶飘万里
如今，金井镇的茶叶出口欧美、俄罗

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金井茶为什么能够受到国内外市场

的青睐？周宇等茶人认为，除了当地气候
和优质土壤等自然条件以外， 良种化水
平高也是一大特色。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农科院等科研院所都在附近， 科技支持
力度大。此外，金井茶的有机化改造比较
早，早就达到了欧盟标准。

在营销上， 当地政府整合行政
资源， 支持鼓励茶企通过推动茶产
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形式，不断
丰富新型流通业态， 提升现代交易
方式，帮助企业占领国内外市场。镇
政府工作人员还扮演“茶叶大使”

“金井茶代言人”的角色，拍摄MTV和精
美相片，通过网络推广“茶乡小镇”。

茶香飘万里， 吸引了更多游客走进
金井镇。按照“产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
的发展思路， 金井已发展成为湖南省茶
叶专业乡镇、 湖南省首批最具民生幸福
感乡镇、 湖南乡村最佳生态休闲旅游目
的地之一。据统计，2017年，金井镇共接
待游客99.57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近
5000万元。

金井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5年内
将改造1万亩有机生态茶园，推动茶旅融
合，彰显“茶乡小镇”的集镇品位与文化
内涵。串联镇域内景点、景区，对三珍虎
园-脱甲茶街-湘丰茶博园-三棵树茶园
-茶文化交流中心-石壁湖公园等精品旅
游专线提质升级，新打造石壁湖公园-农
裕茶园-龙华山-蒲塘茶叶基地-森林康
养公园茶文化精品旅游专线。 金井镇将
成为一个茶旅融合的美丽乡镇。

2018湖南服饰博览会
暨芦淞服饰节开幕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凌春舜
罗金鹏）“凝心聚力， 共筑服饰产业新生态”。10月11日，
2018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暨芦淞服饰节在株洲市芦淞
区开幕。这届节会为期3天，吸引国内外500多家单位的
3000余名客商参加。

这届博览会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株洲市政府指
导， 中纺联流通分会、 湖南省商务厅与株洲市芦淞区政
府、湖南省服装行业协会等共同主办，旨在为服饰企业提
供一个全国性展示交流平台与市场拓展、产业投资机会。

开幕式上，举行了“新芦淞杯”2018湖南服饰品牌评
选暨颁奖典礼，现场颁发了湖南服饰“十大时尚原创品牌
奖”“十大行业突出贡献奖”“十大活力品牌市场奖”等。

据介绍， 连续两年在芦淞区举办湖南服饰产业博览
会，主办方旨在依托芦淞服装市场群及其物流中心，搭建
促进服饰行业发展的平台，汇集社会与行业精英，推动湖
南服饰产业繁荣。

衡阳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协会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李

湘林)今天上午，衡阳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成立，140名新
型职业农民成为首批会员。

据悉， 衡阳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是我省首个市级层
面的新型职业农民协会。 衡阳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会长
傅朝平介绍， 协会将搭建供会员相互学习的沟通交流平
台、 促进经营主体联合发展的合作平台及产业示范带动
平台。想农民之所想，解政府之所忧，帮发展之所需，全心
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

衡阳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
重要产区。近年来，该市针对全市农业及农村发展现状，把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当作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
要工作来抓，让“新农人”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体面职业。目
前，全市已建立了一支由4700余名返乡青年、大学生、农民
工等有知识、有理想的奋斗者组成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逐
渐成为该市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望城启动
廉政文艺下乡巡演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申小飞 ）“针大的窟窿斗大的
风，无论官大官小都要守规矩，守好廉
洁门，才能共建幸福家庭。”今天下午，
长沙市望城区第十二届廉政文艺下乡
巡演活动拉开帷幕，小品表演《传家宝》
引起在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共鸣，
赢得掌声不断。

此次巡演，有望城本土艺术团编排
的廉政节目，有社区党员自创的移风易
俗作快板，有基层文艺爱好群众参演的
朗诵、舞蹈，既传播了廉洁理念，又弘扬
了清风正气。

据悉，送廉政文艺下乡巡演活动已
成为望城区廉政文化建设品牌。自2006
年起，该区每年精心编排一批来源于基
层、格调健康的廉政文艺作品，在全区
14个街镇坚持开展巡演。 截至目前，全
区共开展360余场廉政文艺巡演， 受到
群众好评。

南县大力开展
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胡建根 唐芳) 记者今天从
南县纪委监委获悉，今年来，该县大力
开展精准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已处
理87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7人、
组织处理70人。

今年初，根据县里整体布局，南县纪
委监委组织协调财政、审计、扶贫等职能
部门， 成立扶贫工作专项督查组9个，以
问题为导向， 对12个乡镇脱贫攻坚工作
进行督查，已发现问题线索424个，要求
乡镇安排班子成员分片包干督办。同时，
县纪委监委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督”平
台加强扶贫领域问题监督， 通过平台受
理信访举报17件，已办结16件。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杨波

近日，长沙市委办公厅、天心区委
办公室、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坡子街街
道办事处分别收到一封感谢信，感谢信
的落款为湖南世纪情投资有限公司、长
沙王府井百货、长沙悦方等6家单位。

这6家单位为何要寄出4封感谢信？
10月9日下午， 记者见到了感谢信

的两位发起人———湖南世纪情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潘晓林和长沙王府井百
货副总经理董顼。

“没想到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帮我们解决难题， 更没想到还能解决得
超乎我们的预期，内心很感动，满腔的感
激和感动只好通过感谢信来表达。”一见
面，潘晓林就连用两个没想到感慨。

原来，今年5月，国金街地下商场开
业后，为引导人流往地下通行，封闭了

黄兴中路上的人行通道， 拆除了斑马
线，行人通行只能往地下，但国金街营
业时间为每天的9时至22时， 这期间通
往黄兴中路东西线则需要绕道解放路
或者五一广场。这给周边住户、商场员
工和行人造成了不便，也给周边商户生
意带来了严重影响。“从5月底开始，我
们百货公司的客流量直接下降了30%左
右， 有些小商户的营业额直接下降了
40%到50%。”董顼告诉记者。

6月28日， 黄兴中路附近的几家大
的商场联名给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写了
一份建议书，建议恢复黄兴中路上的几
条斑马线或者修建天桥，给行人开辟通
道。 没想到这封建议书很快得到了回
应，7月初，天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于献
带队前来调研，随后，天心区委、区政府
也派出人员前来调研。8月25日，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在“五一商圈”

调研时，专门听取了这些商户代表的意
见，并明确指示天心区委、区政府尽快
解决问题。

随后，天心区启动了“五一商圈”提质
改造， 在黄兴中路附近增设了8条人行通
道，设置无障碍设施，打通了路面通行；随
后又开展了市容秩序乱象整治、公共设施
维修整改，并重点严控区域内共享单车停
放，规范管理非机动车通行及停放，对背
街小巷环境卫生进行整治等。

“现在的五一商圈，人行道清洁畅
通、标识标线清晰、环境干净清爽……
感谢政府为我们做了大好事。” 潘晓林
竖起了大拇指。

交通优化后，黄兴中路附近周边商
家客流量明显上升。“9月份， 我们的客
流量就回升了20%。国庆黄金周，王府井
百货更是创下了销售额5000万元的好
业绩。”董顼喜笑颜开地说。

金井茶，万里香

新闻集装

4封感谢信背后的故事

香柚丰收
柚园评选

10月11日，江永县粗
石江镇城下村，技术人员
在柚园检测香柚糖分含
量。连日来，江永县对全
县的柚园在果树管理、挂
果量， 以及果实外观、内
质等进行打分，评选“十
佳柚园”。

陈健林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11日

第 2018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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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 1040 1285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03 173 329219

7 9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11日 第2018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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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3536431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6043410
23 11147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54
80466

1429681
14670994

57
3875
62688
618400

3000
200
10
5

1213 16 25 2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