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州新闻
吉首经开区
11月22日，在吉首经济开发区创新创
业园内， 湖南汇德环保科技公司生产车间
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正在组装形如集装
箱的实验室室外废弃物安全管理系统。这
家由北京湘顺源科技公司投资的高科技企
业，其主要产品已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省份，
其技术和企业实力属国内一流。
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为吉首经开
区引进了一批优质的企业， 助推当地经济

长沙经开区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蒋云侠 黄姿

“贷款下来了！”这个消息让湖南中缆
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志峰松了一口
气。 在长沙经开区金融服务中心支持下，
11月中旬，该公司顺利获得银行贷款1500
万元，采购现金流顿时变得充裕。
位于长沙经开区星沙产业基地的湖南
中缆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线电缆、高
分子材料、金属线材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到2021年，吉首将进入珠三角、长江中游
及成渝等区域城市群的5小时时空圈，带来
巨大的发展机遇。以高铁新城为核心，现代
商贸物流园、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区、创新创
业示范园、现代教育园区、现代智能建筑产
业园、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等六大产业园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将为承接产业转移
奠定有力的平台基础。
目前， 吉首经开区承接产业转移呈现
强劲态势。 在9月26日举行的吉首招商引
资大会上，吉首经开区一次性签约17个项
目，投资金额逾200亿元，其中不乏投资数

十亿元的高端项目， 伟光汇通旅游产业发
展公司投资60亿元的乾州古城文化旅游
产业综合开发项目， 将乾州古城打造成湘
西及周边区域文化旅游集散中心与全国旅
游商品商贸物流聚集地。
吉首经开区还加大对企业的支持服务
力度，出台了鼓励外来投资的财税、金融、
土地、奖补等27条具体优惠政策。同时，对
企业从落地到投产所需的相关审批、 证照
办理、用工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加大“放管
服” 改革， 进一步缩短入园项目的审批时
间，着力优化园区环境。

助力企业融资快捷方便
体的现代化企业。 由于公司产品主要原材
料为铜，根据行业特性，其采购需要现款结
算，且原材料价格波动频繁。
“为降低采购成本，我们要在原材料价
格较低时锁定价格。”朱志峰介绍，这样一
来，公司要向供应商支付大额采购款。正当
他犯难时，长沙经开区“千人帮千企百日大
行动”帮扶小分队上门服务来了。
通过及时分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帮
扶小分队为其提供了专业的融资方案，并
对接银行，依托园区风险补偿基金，帮公司

获得银行贷款1500万元。
“过去贷款确实挺伤脑筋，这次从提出
申请到放款， 我们没有去过一次银行。”朱
志峰感激地说。
作为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
颈，融资难、融资贵成了长沙“千人帮千企
百日大行动”中，各帮扶队员笔记本上“出
镜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长沙经开区针对这
个问题， 协调组织中国建设银行长沙中南
支行向园区企业提供“定制款”金融产品。
目前，该行开通了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减少

审批环节，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同时，给
予企业贷款最优利率，并充分保证额度，满
足企业发展短期资金周转需求。此外，长沙
经开区也拟对单个企业融资财政贴息额度
上限标准由原来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见 习 记 者 陈 新 ）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为期3天的长沙公交
都市验收工作今天结束，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验收专
家组宣布，长沙市公交都市创建工作通过验收。
长沙自2012年成为全国第一批公交都市建设
示范工程城市以来，通过5年多的建设，目前已基本
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汽车
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公交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公共交通体系。
长沙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介绍，未来，长沙还
将围绕公交都市建设工作持续发力，最终实现“优质
公交、两型公交、智能公交”目标，让市民出行更便
捷、乘坐更舒适、换乘更方便。

益阳“绿色公交”全覆盖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 记 者 龚 柏 威 通 讯 员
郭 创 奇 ） 今天，记者从益阳市有关部门获悉，该市已

实现“绿色公交”全覆盖。
据了解，自2016年起，在益阳市委、市政府部署
下，益阳众旺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打造“绿色
公交”体系。到今年9月，提前报废了所有燃油公交
车。目前，益阳市内1002辆公交车均为低碳环保纯
电动公交车，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多吨。

道路临时停车
严禁超24小时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李 磊 ）11月21日，岳阳市举行《岳阳市机动车停车条

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该条例将于明年5月1日起
施行。 该条例是岳阳市城乡建设与管理领域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 也是全省各市州第一部关于机动车停
车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共五章四十二条，包括总则、停车设施规划
建设、停车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条例》明确城管部
门统筹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 管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以外的停车行为； 由市县两级城管会同公安、国
土、规划等部门，编制《城市停车实施专项规划》；市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级机动车停车设施专
项规划，制定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明确资金来源
并组织实施；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与撤除将有一
个年度计划； 住宅小区配建停车设施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需要；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上，禁止停放破损严重或
失去行驶功能的车辆、禁止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根据
不同停车场的性质和特点，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
价和政府定价三种定价形式收取停车费。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姚川石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 年 11 月 22 日
第 2018319 期 开 奖 号 码

种植甘蔗 甜蜜增收

11月21日，龙山县华塘街道皇仓社区农民胡帮海在收割甘蔗，他家种植甘蔗20余亩，
仅此一项年收入可达20余万元。近年，该社区引领农民发展甘蔗、花菜、生姜等多种蔬菜
瓜果种植，产品销往湘鄂渝边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曾祥辉 摄

雨花区井塘股份经济合作社获颁“身份证”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欧 阳 倩 ） 在近

日召开的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会上，农业农村部为首批10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颁发登记证书， 长沙市雨花区
雨花亭街道井塘股份经济合作社名列其
中。 这意味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
“身份证”。
上世纪50年代，农民带着土地、农具
等入股参加生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此
发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企业法人，

不具备法人资格， 无法领取组织机构代码
证、签订合同、申请注册网站域名等。有了
统一的“身份证”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
可以开设银行账户，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等。
据悉，早在2013年，井塘村就成立了
村级企业——
—长沙鑫美景投资有限公司，
全村3504名村民入股成为股东。 在完成清
产核资、确定股权后，2015年以来，井塘村以
楼宇经济为依托，不断盘活土地资源，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如今，通过合作开发，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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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持的商业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 近3年
来，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长30%以上。
今年9月，井塘村成立井塘股份经济合
作社。该合作社这次获颁“身份证”，为雨花
区全面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
借鉴。目前，雨花区有53个村级单位纳入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将陆续开展清产核
资，认定农村集体资产身份人、享有权，配
置股权和建立集体经济组织， 成立农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作为特别法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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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为全国首批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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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机动车停车条例》颁布

“扇子”为媒
助脱贫
一车车蜜橘运出橘园，一袋袋五彩米
打包销售，一担担红薯挑进农家小院……
这是11月21日， 记者在洞口县醪田镇杨
广村看到的丰收景象。
农民增产增收，脸上笑开了花。杨广
村油家组村民尹红梅正忙着清洗分拣红
薯，晾干后加工红薯粉。她说，通过扶贫
干部帮忙搭建电商平台，红薯粉销得好，
收益不错。
杨广村是省级贫困村， 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47户559人。该村地处雪峰山麓
东南，属丘陵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
今年5月， 洞口县文体广新局派扶贫队
驻该村定点扶贫。 为了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并让村民能第一时间找到扶贫队员，
扶贫队制作了1000多把“扶贫小扇子”，
把贫困户应享受的优惠政策等印在上
面，并附上扶贫队联系方式，发放到村里
党员干部和贫困村民手中。
尹红梅今年66岁，从事红薯粉加工
多年。其老伴和儿子均为二级残疾人，其
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过“扶贫小扇
子”，尹红梅联系上了驻村扶贫队。针对
尹红梅家的情况， 扶贫队鼓励她多种红
薯多加工红薯粉， 扶贫队帮忙销售。于
是，她设法将周边闲置的土地种上红薯，
又用废弃的红薯渣发展养殖业。现在，她
除了加工红薯粉， 还养了4头牛、22头
羊、4头猪，一家人脱贫有望了。
通过“扶贫小扇子”，村民们遇到困
难找扶贫队，需要发展产业找扶贫队。在
扶贫队帮助下，村里建起了电商平台，村
里红薯粉、五彩米、雪峰蜜橘等特色农产
品销往各地。今年，村里还成立了杨广柑
橘种植专业合作社， 吸引156户村民参
加，共奔脱贫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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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公交都市
创建工作通过验收

承接产业转移态势强劲
高质量发展。 湖南东方红住宅工业有限公
司、 湖南金海现代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这两
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落地，直
接推动了吉首市在今年正式获评湖南省级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我们搞好规划，建
好平台，做好服务，力争把吉首经开区打造
成为湘西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吉
首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陈思保对记者说。
在吉首经开区的规划中， 高铁新城的
建设是重中之重。张吉怀高铁2021年将建
成通车，湘西机场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通
航，加上已有的数条高速公路和枝柳铁路，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喻根深

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周双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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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球： 03 05 11 15 20 23 蓝球： 09
下期奖池：115225955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0
141
2037
98421
1687218
15813513

中奖注数
（湖南）
0
14
60
4279
71767
698205

单注奖金
（元）
6284256
113852
3000
200
10
5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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