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
员 曹杰)填写个人简介，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10月10日，湘潭高新区桥湾社区板塘支部支委
委员、纪检员李碧波按照规定填写完了一叠材
料。经过板塘街道纪工委审查后，这些材料将
被封入一个单独的档案袋中，作为个人廉政考
核记录的重要依据。凡行使公权力者，均要建
档考核，这是板塘街道纪工委最近推出的一项

创新举措。目前，板塘街道共开立了338份廉政
档案。

此次建立廉政档案的人员，涵盖了街道所有
公职人员，从街道、社区到村组干部，全部按要求
建立了专门的廉政档案， 档案中包含了个人简
历、经历、重大事项报告、奖惩信息等内容，力图
全方位反映公职人员廉洁履职情况。廉政档案实
施动态管理，每年更新一次。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曾森 曾锴）10月10日， 在冷水江市
金竹山镇新田蓝莓基地，负责人张喜红正
对果树进行培管。他笑着说：“通过土地整
理和开发，原本零散、贫瘠的土地整合成
600亩优质产业基地， 今年收益达200余
万元。”

作为典型的工矿城市，冷水江山多地
少，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发展较为滞后。近

年来，冷水江以土地整理为突破口，整合
零散田土、改造低产土地、开垦荒山荒地，
推动农业向产业化、特色化发展。截至目
前，冷水江共投资3225万元，完成土地整
理1113.4公顷， 完成土地开发项目98个，
新增耕地604.3公顷， 许多贫瘠地变成了
“绿色银行”。

冷水江强化前期规划， 按照片区、地
貌、作物主体等特点，进行区域整体改造，

实行连片开发，便于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产
业。通过“平土地、修堡坎、建沟渠、通道路”
等系列措施，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
整治，形成了“田成片、林嵌边；土壤沃、达
有机；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效生态集约用
地格局。将土地整理与产业培育相结合，采
取“土地整治+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特色
产业，形成了新田蓝莓、贵鸿中药材、谭家
村桑葚等一大批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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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戴鹏）9月29日
至10月8日，应印度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以色
列里雄莱锡安市和土耳其安卡拉市邀请，株洲市
代表团访问了上述3国相关地区。访问期间，株洲
市委负责人与当地政府、企业负责人举行了一系
列富有成效的会见、会谈，就加强友好往来、深化
务实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达成广泛
共识。

近年来，株洲市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进
出口总额稳步增长，并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
出”迈进。今年1至8月，该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9.4
亿多美元，同比增长37.8%，其中出口14.6亿多美
元，同比增长38.7%。加工贸易大幅增长,进出口
总额3.1亿多美元，同比增长123.9%；民营企业进
出口总额8.8亿多美元，同比增长36.5%。

作为“株洲制造”的“名片”，株洲市机电产品
已“圈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头8个
月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8.7亿多美元， 同比增长
41.5%，其中轨道交通装备为主打产品。据了解，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车株机海外订单
已突破400亿元人民币，是此前总量的3.43倍。

目前，株洲市境外朋友遍全球,已与近200个
国家和地区有进出口贸易， 比去年同期新增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头8个月，卢旺达、吉布提
等“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相继加入株洲贸易
“朋友圈”。

此外，记者从株洲海关获悉，今年头8个月，
株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额
达5.7亿美元，同比增长69.3%。其中，与土耳其、
马来西亚贸易额均达1.3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近1倍和7.5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
易，已成为株洲外贸新增长极。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傅三喜)国庆长假期间，永州市11个县区各出口
企业加班加点，产销两旺。今年，该市有外贸出口
实绩的企业数达171家，创历史新高，其中外贸
出口破零企业62家、倍增企业25家。全市外贸出
口呈强劲增长势头，1至8月, 外贸出口创汇9.88
亿美元，同比增长36.7%。

近年来，永州市积极引导企业技改，加快转型
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技改，该市科力尔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微电机等产
品，受到国外市场青睐，供不应求。同时，永州市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外贸出口新增长点。去年10
月， 该市成功获批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市， 成为长江以南首个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目前，全市发展农业标准
化示范基地和标准化养殖场近700个、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3000多家，创建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
标、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名牌产品50多个，农产
品防伪溯源监管云平台实现市县互通共享。“永品
出境”“永企出海”建设步伐加快，今年新增东安霞
栖、双牌虎爪姜等新鲜果蔬出口企业。

在巩固美、欧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永州市大
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今年，
在老挝设立了永州市商务和粮食局驻东盟商务代
表处，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经贸对接活动，推动企业
“走出去”。今年1至8月，该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实现进出口3.63亿美元，同比增长64.46%，其中
对东盟进出口2.29亿美元，同比增长68.4%。

株洲生意伙伴遍全球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外贸新增长极

永州外贸出口势头猛
1至8月出口9.88亿美元，同比增长36.7%

郑旋 金慧

因为比普通人多一条染色体，而患上唐
氏综合征，“唐宝宝”表现出“国际脸”、肌张
力低、语言和运动发育迟缓、认知障碍等特
征，有的甚至还伴有其他脏器的先天缺陷。

“我就是这样一位‘唐宝宝’的母亲。”
2002年，李秀芳历尽辛苦生下儿子，初为
人母的喜悦却转瞬即逝，医生下达了一纸
“没有养育意义”的“判决书”———儿子患
有“唐氏综合征”。

从外貌来看，儿子与正常孩子无太大
差异。悲痛之余，李秀芳拼命努力地学习
正确照顾唐氏孩子的方法，帮助儿子更好
地生活。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儿子却仍在
成长过程中，频繁受伤。

“读小学四年级期间，有一天，同学们
下车后指指点点， 不仅嘲笑他是个傻子，
还有人动手打他。”李秀芳接儿子放学时，
在公交车站见到如此一幕， 难以释怀。后
来，通过网络和朋友介绍，她结识了好几

位唐氏孩子妈妈，大家抱团取暖，互相打
气，这才慢慢解开心结。

“唐氏孩子需要真正认识和融入这个社
会。”带着这样的想法，2014年底，李秀芳和6
名唐氏孩子妈妈来到岳麓区民政局，注册成
立唐氏综合征家长互助中心———唐果之家。

这是湖南省唯一一家专门帮扶唐氏
家庭和孩子的公益组织。自“唐果之家”成
立以来，她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开展的
每一项活动，都亲力亲为，揽最重的活，干
最苦的事，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

在一次家长经验分享会上，她刚认识
一位妈妈， 便一下班就风尘仆仆倒两趟
车，赶往其家中，探讨做小龄“唐宝宝”家
庭康复支持的计划。 后来那位家长才知
道，当晚，李秀芳的小儿子还发着烧在家
中，由年迈的外婆照看。

“你这样拼命工作究竟图什么？”面对
许多人的不理解，李秀芳认为外面的人不
明白， 同为特殊孩子的家长最能感同身
受。“我们可以彼此支持，有经验的家长可

以分享经验心得，让后来者少走弯路。”
一直以来，“唐果之家” 都面临着资金

短缺的问题，但李秀芳仍然顶住巨大压力，
积极开展“快乐融合活动营”等项目活动。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 她悉心策划了一场由
长沙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唐氏孩子爱心课
堂活动，并带着儿子参与学习轮滑。

“慢慢来，你表现得很棒。”当天，在西
湖公园里，李秀芳专注地看着一些年纪稍
小、 刚接触轮滑的唐氏孩子的一举一动，
几乎没顾得上儿子。

近几年来，李秀芳每周末都要组织长
沙市及周边地区唐氏家庭参与康复活动，
带领大家开展世界唐氏综合征日社会倡
导活动，广泛宣传科普唐氏综合征相关知
识，并组织举办一年一度的亲子年会。

今年3月， 获中国残联批准，“唐果之
家” 发起成立中智协唐氏综合征委员会，
李秀芳被推选为该委员会副主任。截至目
前，“唐果之家” 已帮助400多个家庭和唐
氏孩子获得新生。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黎艳）全身披“黑缎”，头小眼大，角呈扁三角
锥形，浏阳黑山羊不仅外貌精神，其肉质也美味，
膻味小，一碗粉皮炖黑山羊肉令很多人竖起大拇
指。今天，浏阳市畜牧局透露，农业农村部日前已
正式对“浏阳黑山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浏阳黑山羊目前主要分布于浏阳及湖南省
东部山区地带， 是中国少有的纯黑山羊地方品
种，1985年编入《中国山羊》一书，具有“肉嫩、久
煮不老、肥瘦相间、香甜可口和久吃不腻”等特有
风味，在粤港澳被消费者誉称为“补羊”。

近年来，浏阳积极创建黑山羊标准化生态养
殖场，引导养殖户科学养殖，适度规模发展黑山
羊产业。《浏阳养殖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科学划
定了以东区和北区为重点的浏阳黑山羊核心保
护区，将大围山、高坪、淳口等11个乡镇列为浏阳

黑山羊养殖发展带。据统计，该市2017年度出栏
浏阳黑山羊63.12万只， 常年出栏黑山羊30只以
上规模养殖户达1760户。

浏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将继续做好黑
山羊品种保护工作，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作，重点对
浏阳黑山羊新品系培育等进行科研攻关， 提高浏阳
黑山羊生产水平。同时，还将引进和培育羊肉精深加
工龙头企业，结合浏阳
蒸菜、湘菜等本土
餐饮，做精
“粉皮炖羊
肉”“小炒
羊肉”等浏
阳黑山羊
特色菜谱，
推进全产
业链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黎实)10月12日，记者从江华瑶族
自治县宣传部获悉，由中央政法委、中央
综治委主办的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
视频微动漫比赛日前揭晓，江华瑶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摄制的微电影《瑶山招郎女》，
从7000多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 荣获
微电影类全国十佳前五名和优秀编剧奖，
这是湖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微电影作品。

《瑶山招郎女》 以真实故事改编而

成，讲述江华涔天河水库工程扩建期间，
全县水淹区的3万多名移民急需搬迁，其
他村民都已同意搬迁了， 只有赵发銮一
家迟迟不动。 赵发銮还起诉天河村雾花
村民小组，诉求她一家4口应该得到集体
山林、土地补偿款8万元，理由是她虽然
结婚，但户口仍在本组，且丈夫又入赘将
户口迁入本组，一对儿女户口也在本组。
年轻的村民小组长却称赵发銮已经出
嫁，丈夫又是外地人，全家不能享受集体

土地补偿款。小组长反对、小组长父亲和
群众支持、 人民法官维权的声音在涔天
河荡起层层涟漪。该电影剧情流畅，故事
感人， 影片的主创集体， 扎根于现实土
壤，将镜头对准乡土瑶山、普通法官和平
凡百姓， 以浓郁的地方风情和轻快的叙
事风格取胜， 用不多的成本拍出具有现
实意义和艺术品质的电影。 编剧系本县
瑶族作家贾章雄， 演员均为本县人民法
院法官和当地群众。

浏阳黑山羊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去年出栏63.12万只

李秀芳:让“唐宝宝”重获新生

微电影《瑶山招郎女》获全国大奖

老百姓的故事

10月14日，2018年首届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织锦大赛张家界地区资格选拔赛在湖南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乖幺妹土家族织锦基地举行，近百名土家族织锦从业者参加选拔。 吴勇兵 摄

织锦机上赛技艺

10月14日，长沙岳麓书院后山门，游客参观古樟树。这株古樟树树龄820年，高约20余米。十多年前因树
干倾斜，园林人员搭建两根柱子做支撑，后来藤蔓顺着柱子爬到樟树上，如今已枝繁叶茂，与古樟树融为一
体，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藤树相依

贫瘠地变“绿色银行”
冷水江土地整理壮大农业产业打通廉政监管“最后一公里”

板塘街道开立338份廉政档案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14日

第 2018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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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1040 1043120

组选三 722 346 249812
组选六 0 173 0

6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14日 第2018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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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08933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561820
16 15411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01
57417

1137419
7025931

24
1809
42398
268738

3000
200
10
5

0104 26 27 3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