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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戴鹏）今
天，记者从株洲市经信委获悉，在“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引领下，目前，该市已完成
今年省级产品创新项目投资11.61亿元，占
年度投资计划106%， 完成进度居全省第
一； 实现重大创新产品销售收入11.02亿
元，居全省第三。

今年初， 全省部署100项重大产品
创新项目， 株洲下一代智能轨道快运系
统开发等15个项目入围， 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11亿元。

近年来，随着中低速磁悬浮列车、涡

油航空“玉龙”发动机、自主可控计算机
整机、国内首条8英寸IGBT芯片、世界首
列超级电容有轨电车和虚拟轨道列车等
一批高端装备先后问世，株洲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迅速崛起。 为进一步推进产品创
新，该市出台了建设“制造强市”和“互联
网+”五年计划，编制了轨道交通、通用航
空、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智能制造专项方
案；制定了工业发展“12条”产业政策，出
台并落实“人才30条”政策，大力实施顶尖
人才引领、领军人才集聚、紧缺人才倍增、
企业家人才提升、高技能人才支撑、基层

人才特别支持、柔性引才汇智等7大工程。
目前，株洲市共遴选领军人才62名，

培养核心专家289名， 柔性引进院士、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100多名，引进各类
高技术人才4000多名。 并从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推广运营等方面，对高端装备
产品创新给予全方位扶持， 形成了较完
善的高端装备产品创新推进机制。同
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自10月起，该市
250项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各办事大厅或
通过网上办事平台，实现“最多跑一次”
办结。并实行新办企业“即时领照”，办

理率已超过80%。
株洲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 该市正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
求，加大对产品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形
成产学研用相结合、 各部门协同推进的
新格局，以高端装备产品创新为突破口，
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论 冯晓明 杨波）10月22日上
午， 澧县如东镇天坪村66岁村民颜福喜
来到村部办老年人优待证。 村干部通过
“三务合一”智慧党建平台，当即给他办
好了。他高兴地说：“现在办事真方便，一
分钱没出，还不用出村，事就办好了。”

据了解，今年来，在基层党建中，澧
县力推“三务合一”智慧党建平台建设，
深度融合党务、政务、商务等服务功能，
让群众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 便利了群

众、凝聚了人心、推动了发展。平台从今
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受理政务服务事
项4.37万件，办结率达95%。

为建好“三务合一”智慧党建平台，
澧县成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 县城建投
公司、 县政务服务中心等单位参与的智
慧党建服务协调小组， 对平台建设及党
务、 政务、 商务融合等工作实行时间倒
排、任务倒逼、责任倒追，确保工作顺畅
高效进行。 同时，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下
沉。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县政务服务中心、

县公安局、县民政局等25个部门，确定了
分批下沉至乡镇、村（社区）的70项服务
事项，其中身份证、生育证、老年人优待
证办理等首批25项服务事项已下沉到
位，极大方便了群众。以前办理老年人优
待证，须先在村里、乡镇填表盖章，再到
县政务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排队办理。政
务下沉后， 在村里凭身份证即可办理。
“以前一年办理两三千本老年优待证，今
年智慧党建平台运行4个月，全县就办理
了1万多本。”县民政局局长陈祖毅说。

为确保政务下沉后办理顺畅， 澧县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作
用， 已先后24次开展相关业务和操作培
训。并组织党员干部广泛开展宣传，让群
众知晓下沉事项、清楚服务流程。同时，
县里在提高基层运转保障水平和干部待
遇的基础上， 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坐班服
务、上门服务。按照尊重民愿和便民、公
开、依法、无偿、高效的原则，当即办理或
登记受理群众申办事项，让群众“最多跑
一次”。

长沙出台方案
迎战特护期大气污染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易丽平）
秋冬季节是污染天气高发季。今天，长沙市发布《2018年长沙
市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迎战
特护期大气污染。《方案》要求在10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
特护期期间，采取多种严格举措，将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每
立方米72微克以下， 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0%以
上，重度污染天数同比下降30%以上。

《方案》提出，要重点严控扬尘污染，加强移动源和非道路
移动源管控，深化工业污染源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强
化车用油品监管，严控渣土污染，严禁露天焚烧秸秆，严管高排
放车辆排气污染。 同时，建立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
防治联防联控合作方式，与株洲、湘潭建立会商机制。 对水泥、
砖瓦、有色等行业，实施错峰生产与差别化管理。

如长株潭三市之一空气质量预测将达到中度、重度污染
或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倒数第10位， 京津冀地区及河
南、湖北等省已发出橙色及以上预警，长沙将采取10条硬措
施，包括所有施工工地停止施工、渣土停止运输，京港澳高速
长沙城区段沿线喷雾降尘装置全面开启等。

《方案》还提出，当预测AQI（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大于
200将持续2天、3天、4天及以上时，分别启动黄色、橙色、红色
预警。 黄色预警期间，除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及停产、限产外，
将对使用国Ⅰ、 国Ⅱ排放标准汽油车实行交通限行措施；橙
色预警期间，24小时在“四桥两隧”（福元路大桥、 银盆岭大
桥、橘子洲大桥、猴子石大桥、湘江营盘路隧道和南湖路隧
道）对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红色预警期间，启动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措施，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实行分流。

沅陵“攀亲”
做大茶产业外贸“蛋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李晋

中）10月20日，沅陵县茶叶协会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挪威3
国联合贸易代表在北京举行碣滩茶亚欧洽谈会，达成一项国
际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为沅陵茶产业搭乘“一带一路”快车进
军欧洲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洽谈会上，双方同意设立茶叶贸易联络组，建立日常联
络机制，初步计划今年底前在哈萨克斯坦注资成立一家茶叶
贸易公司，在俄罗斯、挪威设分公司，专门推销碣滩茶。双方
商定，明年4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挪威派商贸代表团到沅
陵考察茶产业，体验茶文化，感受美丽风光。同时，沅陵茶界
人士组团回访3国，开展茶文化交流活动。

碣滩茶产于沅陵县，当地生态环境良好，茶叶品质高，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沅陵县有茶园15万亩，年产茶1万
吨以上、综合产值15亿元，被评为“中国有机茶之乡”“中国名
茶之乡”。

每例共奖励8000元

华容力倡节地生态葬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严非平）10月21日，华容县注滋口镇注西
村村民许洁在亲友帮助下， 将其父亲的骨灰
盒安放在菜地一个小坑里， 然后用土轻轻填
平并铺上鲜花。她表示，响应县里“治陋习、树
新风”号召，推行节地生态葬。县民政局核实
情况后，奖励其8000元。

华容县在深入推进“治陋习、树新风”工作
中，大力提倡绿色、惠民的节地生态安葬。县委、
县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文件，县财政安排5500万
元规范全县公墓建设， 不足部分由乡镇财政按
现行财政体制分担。同时，该县依法加强用地保
障， 加大城乡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力
度，不断提高骨灰树葬、草葬、花葬、水葬、格位
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比重。目前，已启动占地496
亩的县级经营性公墓改扩建以及10个乡镇农
村公益性公墓、30个村级公益性公墓和3个乡镇
集中治丧场所建设。 生态墓园利用原始地形地
貌，“先建公园，后建墓园”，“修墓不见墓”。

华容县对农村居民死亡后火化的， 免除
遗体接运费、火化费，并奖励其家属3000元；
对火化后实行生态安葬的，每例再奖励5000
元，两项共计奖励8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罗浩

10月18日午后， 浏阳市枨冲镇10
千伏唐家园线水围支线旁，电力检修车
里的一瓶“矿泉水”被阳光照着透出琥
珀色，在清一色的透明矿泉水中显得有
些特别。瓶子里装的是现场负责人刘碧
波给自己准备的中药。

刘碧波，国网长沙浏阳市供电公司
枨冲供电所配电班班长。 当天一大早，
他带着班组同事来到水围支线更换跨
鱼塘电杆的绝缘导线。

前一天晚上， 刘碧波胃疼的老毛病

又犯了。 清早煎好的中草药还没来得及
喝，他就出门了。妻子放心不下，托人把
药用矿泉水瓶装好带到了工地上。

15时、16时、17时……不知不觉，时
间已经到了傍晚。为了确保施工现场万
无一失， 刘碧波硬是坚持到施工结束，
才“咕咚咚”一口气喝下那瓶已经凉透
了的中药。

刘碧波告诉记者， 虽然医生叮嘱要
按时喝药、多休息，但工作等不得、客户用
电等不得，必须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

枨冲供电所管辖的110千伏渡口
变电站配套出线项目，是今年长沙电网

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施工任务繁重、工
程点多面广， 现场安全离不开刘碧波。
上半年，他的父亲心脏病发多次住院治
疗，因为工作，他很少陪伴照顾。

“每天上班，他都是第一个到所里，
最后一个下班回家。” 供电所所长刘炳
生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曾几次找刘碧波
谈心，让他放一放手中的工作回家照顾
父亲，都被拒绝了。

刘碧波说，自己是一位基层安全负
责人， 每天的工作看似平凡却也不平
凡，关系千家万户的光和热，“自己辛苦
一点算不了什么。”

“制造强市”助推产品创新
全市已完成省级产品创新项目年度投资计划

“三务合一”平台便民利民
6月运行以来，已受理政务服务事项4.37万件

一瓶特殊的“矿泉水”

“彩虹大道”
10月22日，长沙

市开福大道（兴联路
以北段），沿线种植的
红枫树叶火红、 银杏
树叶金黄、 樟树树叶
翠绿……开车行走其
间，好像身处“彩虹大
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株洲

澧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23日

第 2018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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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1040 41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23 173 211579

9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23日 第2018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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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9467745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9291791
3 1689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87
89987

1604786
11942343

120
3606
68275
512755

3000
200
10
5

0213 19 22 2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