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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杨斌）今天，一群群越冬候鸟在岳阳县
东洞庭湖湿地上栖息与觅食。记者从该县林业
部门了解到，该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后，东洞庭
湖砂石码头已全面还湿复绿，在此地越冬的候
鸟数量比往年增加近2成。

岳阳县境内有1328平方公里的东洞庭湖，
有岳阳市饮用水水源地铁山水库。 近年来，该
县以河长制为抓手，以“一湖一库”为主战场，
全力守护好一江碧水，已全面建立县、乡、村三
级河长体系， 全县199条河流、13个湖泊、249
座水库全部落实了责任河长；将乡镇河长制落

实情况纳入全县党政绩效考核，将村级河长责
任落实情况作为换届选举竞职的重要条件，每
年安排30万元奖补资金奖励各级优秀河长。
2018年,县级领导巡湖巡河56次，带动各级河
长巡河3200余次，交办解决问题5500余个。 全
社会关爱河流、保护河流的氛围已然形成。

该县着力推进东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
治。全面禁止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水域采砂；深
入开展“环湖利剑”环境执法，清理沿湖垃圾103
万立方米、非法砂石码头23处，取缔非法水上餐
饮船4艘，拆除“僵尸船”6艘，退养环洞庭湖畜禽
养殖场290家；引进省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清理

整治东洞庭湖水域85处矮围网围， 已完成拆围
任务的95%；疏浚沟渠127.7公里，复绿码头26
万平方米，清理黑杨667亩，修复湿地4200亩。
一年来，东洞庭湖生态环境逐步修复。

该县还以河长制为统揽，全心守护好岳阳
市民“大水缸”。依法拆除违规建房6处、关停库
区畜禽规模养殖场138户和9家竹木加工企业。
建成月田、毛田两个集镇污水处理厂，新建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7593处， 建设10个垃圾中转
站，解决了库区二次污染问题。目前，铁山水库
水质稳定在地表水Ⅱ类水质，90%以上水质评
价指标达到I类。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李永亮 朱晖）“这一
亩多地马上就会种上树木花草。 ”今天，站在株
洲市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大冲村一块空地上，石
峰区“两型”办主任刘志高兴地告诉记者。20多
天前，这块地上还是一座旧厂房。

旧厂房是株洲东方红乳胶有限公司的。由
于该公司属于长株潭城市群“绿心”范围，按照
省及株洲市关于保护“绿心”的要求，需在2018
年底关停拆除。 在执行关停工作中，石峰区工
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政策，并陪同企业前往承

接地沟通协调。 最终， 该公司在2018年5月实
现搬迁，旧厂房于12月初被拆除。目前，石峰区
已关停退出类似工业企业52家，腾出复绿面积
120余亩。

“绿心”是长株潭重要生态屏障。 保护好
“绿心”，是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 石峰区地处株洲与长沙、湘潭交界
处，有“绿心”面积35.47平方公里，其中禁止开
发面积22.88平方公里。 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该区“绿心”范围内有57个工业项目需关停退

出，包括改制企业、租赁企业等。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2018年4

月，石峰区专门成立“绿心”地区工业项目退出
工作领导小组，调用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指挥部入企包干组、转移转型组、就地关停组
原班人马，按照“项目停产关闭、生产设备拆
除、生态修复到位”要求，采取突出重点、分步
实施办法，整体推进“绿心”地区工业项目退出
工作。目前，已有52家工业企业关停退出，剩余
5家企业也已签订退出合同。

宜章把监督触角
延伸至基层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欧
阳武成 何庆辉) 2018年12月31日， 宜章县天塘
镇山背村村民谭爱端告诉记者，现在村里设立了
纪检监督员， 如果发现村干部存在违纪违法行
为，可随时向纪检监督员反映情况。

为解决基层纪委力量不足、 发展不平衡问题，
2018年初，宜章在265个村（社区）设立纪检监督员。
该县制定村（社区）纪检监督员管理考核办法，实行
待遇、场所、经费、机制等保障措施。村级监督员接
受乡镇纪委和村（社区）党组织双重领导，主要负责
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章
制度，开展党内法规、党风党纪、理想信念教育，监
督本村惠农政策、涉农补贴、村务收支账目等，落实
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情况等。

2018年来，纪检监督员走访群众3万余人次，收
集意见建议1500余条，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546个， 发现并上报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线
索96件，转立案69件，查处82人。

安化县人民法院
巡回审判车送法上门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曾
来生)审结案件的期限就要到了，被告却因伤情太
重无法出庭。2018年12月27日，安化法院将这场庭
审开到了被告蒋某的病床前。

2018年12月21日， 安化县检察院以蒋某涉嫌非
法持有枪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因案情简单、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自愿认罪，经公诉机关建
议，适用刑事速裁程序。法院向蒋某送达诉讼文书时，
了解到蒋某刚摔断肋骨，只能卧床接受治疗，且他家
住乐安镇古塘村，离法院有130公里。然而,速裁程序
案件在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应当审结，怎么办呢?
� � � �“刑事速裁程序简化了庭审流程，节省了司法资
源，但不能因此削减被告的诉讼权利，更不能去掉该
有的司法温度。” 安化县人民法院院长孟新军说，法
院与公诉机关商议， 决定启用巡回审判车， 送法上
门。2018年12月27日上午， 庭审在蒋某的病床前进
行，庭审中，蒋某对起诉内容没有异议，愿意认罪伏
法，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蒋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高志

2018年12月31日晚， 海南三亚海棠
湾， 国际电音节的鼓点燃起游客的激情，
璀璨的烟花在大海上腾空绽放。在水火交
融、海天对话与时空共鸣之中，浏阳“创意
烟花”给国际旅游岛带来一场数字光电跨
年烟火秀。

据悉，该烟火秀由湖南花火剧团创始
人黄成团队全程定制策划并组织执行。从
三亚、台北到澳门，花火剧团年轻的团队
兵分几路，在两岸三地同步呈现跨年倒计
时烟火大秀。

在台北，101楼体烟花与LED融合创
意，体现传统、多元、开放的价值创新；在
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夜空、铁塔、楼台、平
湖、 水面，5个点位时空错落的绚烂烟花，
点燃现场观众激情。

“我们通过烟花，引领大家释放自我、
遇见未来。 ”黄成说。

同时， 柬埔寨庆祝内战结束20周年，
在该国双赢广场举办3天3夜的狂欢盛典，
浏阳烟花以覆盖1400米的跨度， 呈现湄
南河上有史以来最壮丽的烟花奇观。

浏阳河畔、橘子洲头，也在新年尽展
“烟花之都”的浪漫华彩。2019年元旦橘洲
焰火以“橘洲花烂漫”“围山杜鹃红”“麓山

红枫艳”“星城四季美”4个篇章，诠释“快
乐长沙”的城市风华。

近年来，浏阳统筹各方面的创新要素
和创意人才， 为浏阳烟花添上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的“翅膀”，赋予传统文化与时俱
进的情感价值和艺术魅力。

无药无烟零污染的“智能喷花机”、误
差控制在1毫秒之内的“智能点火控制技
术”、 精准定位的“数字烟花图文成型技
术”和“无人机智控焰火”“声光电烟花一
体化数控技术”等，在一次又一次实践中
实现了创意升级。

浏阳“创意烟花”，正向多元素融合、
多媒介互动的“媒体艺术”和“文化消费”
实现新的跨越。

通过烟花绽放的盛况，在仪式化中创
造狂欢情境，引发集体共鸣，这已经成为
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文化消费形态。

据统计，2018年浏阳烟花在海内外表
演600多场， 涵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借助于创意引领，
焕发出更生动的表情、更人文的色彩。

“一河诗画，满城烟花”，烟花是浏阳的
特色文化品牌。 从传统烟花涅槃创新的“创
意烟花”，更是长沙作为“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的文化名片，也是湖南建设现代文化创
新体系的特色产业支撑。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2018年12月29日下午，郴州市在广州举
行2018年湖南郴州（广州）民宿专题招
商推介会，旨在“引老乡、回家乡、建民
宿”。 来自广东省湖南郴州商会的企业
家、在广东发展的郴籍成功人士、郴州本
土的民宿业主、 投资商等600余人参加
招商推介。

郴州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
旅游资源，是广东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
地之一。 郴州市委、 市政府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全力发展全域旅游，将建设
和发展精品民宿作为郴州旅游文化产
业转型的突破口和抓手，不断丰富旅游
产品供给。 出台《郴州市加快发展精品

旅游民宿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同时， 在构建项目引进和推进机
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用地支持政策、
人才培养计划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截
至2018年9月，全市拥有精品民宿41个，
年均接待游客1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12亿元。

“本次推介会就是要鼓励和吸引一批
有情怀、有乡愁的老乡回家乡创业，投资
旅游民宿，发展民宿产业。 ”郴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精品民宿经济发展和建设
协调推进小组常务副组长高爱国介绍。

招商会上，相关县市区、民宿业主及
投资商代表分别做了项目推介，并有15
个项目签订了投资框架协议。

“引老乡、回家乡、建民宿”
郴州在广州开展民宿专题招商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田育才）1
日，张家界全域旅游“公对公”监管平台
正式上线，该市各大景区(点)、旅行社和
3354名导游均被纳入系统监督管理，从
此， 旅游消费不透明现象将得到改变，
让游客在阳光下消费。 这一举措开创国
内旅游改革的先河。

“公对公”结算改革是通过设立结
算中心，实现全城旅游“公对公”结算，从
根本上解决现行结算模式中存在的不
合理和不规范问题。 据了解， 该软件平
台开发建设历时两年，目前已完成结算
系统研发、 联合调试和压力测试等工
作，并与银行、旅行社、景区（点）等进行
系统对接，实现旅行社接待统计、管理、
结算和对接税务 、 财务部门 5大功

能。
张家界是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和全域旅游示范区， 自2015年以来，
该市先后建立健全“1+3+N”旅游管理
体制和联合执法机制，出台《张家界市全
域旅游促进条例》，推动旅游企业发票和
门票“一票制”、全域旅游“公对公”结算
改革等多项涉旅深改工作。

张家界市旅外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该平台的上线将对旅行社“零团费”、暗
中给付“佣金”、偷逃税款等扰乱市场秩
序的行为，实现有效监管和打击，对强化
旅游税源管理，增加财政收入，提升旅行
社的责任感、导游的归属感、游客的满意
度， 推动张家界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全域旅游“公对公”监管平台上线
张家界这一举措开国内旅游改革先河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欧
阳倩 通讯员 黄拥军 胥永胜 ）2018年
12月30日晚上，“长沙时装艺术周”闭幕
式暨颁奖晚会举行。 活动由长沙市模特
协会和湖南在线联合主办。

长沙时装艺术周是长沙市模特协
会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而举办的品牌活动，包括了中国长

沙国际模特大赛、 中国长沙国际旅游小
姐大赛、长沙少儿模特大赛、长沙模特大
赛嘉年华组（以中老年为主）等活动。

大赛通过网络风采展示、 青年模特选
拔、少儿模特比赛、中老年模特展演、受邀单
位歌舞汇演等持续选拔交流的方式，形成了
独特的深入群众的选拔体系。经过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定，最终选拔出了凌紫兰、张旭阳、
尹高捷、符棣齐、鲁小文等优胜选手。

长沙时装艺术周落幕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见习记者 赵
志高 通讯员 刘杰华 龙星）近日，农业
农村部、 财政部公布了全国首批20个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榜上有名， 成为
我省首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靖州地处湘黔桂3省（自治区）交界
处，为“中国杨梅之乡”“中国茯苓之乡”。
近年来， 该县依托茯苓、 杨梅等特色资
源，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以特色资源为基础、 特色产业为
支柱、骨干企业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形成
了以杨梅、 茯苓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年创总产值逾100亿元。

目前，靖州现代农业产业园主要包括
木洞杨梅产业园、茯苓科技产业园、飞山现
代农业产业园，涉及4个乡镇16个村，总面
积达19.66万亩， 其中杨梅基地6.7万亩、茯
苓基地4.1万亩。 2018年，园区带动4.3万农
民增收，其中1.2万贫困人口可望脱贫。

靖州创建我省首个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李钢彪 )1日上午，“衡阳
快警”空地网巡防一体化启动仪式在衡
阳市太阳广场举行。 仪式现场，随着3架
警用、救援直升机腾空出发巡防，标志着
该市全天候、全时空、全覆盖的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正式形成。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和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助力“平安衡
阳”升级，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衡阳市
公安机关在现有“铁骑警务”“网格警务”
和“巡逻处警”模式基础上，建立了集网
格布警、立体巡防、无缝对接、快速响应

于一体的“衡阳快警”现代警务机制，为
城市增强了安全保障。

据悉， “衡阳快警” 由“城市快
警” “空中快警”“水上快警”和“网上快
警”四大部分组成。其中“空中快警”是在
衡阳市公安局“山豹突击队”基础上组建
警航大队，配备两架警用直升机，联合武
警特战队， 在全市范围开展常态化空中
巡航， 交警部门配备一架直升机， 用于
空中交通疏导指挥和应急救援。 同时，
“空中快警” 还将全市警用无人机编组
管理、统一调度，用于空中巡逻和警务实
战。

增配直升机巡防
衡阳“空中快警”投入使用

河长制呵护“一湖一库”
东洞庭湖生态环境逐步修复，引来候鸟云集

保护好长株潭重要生态屏障

52家企业退出“绿心”

2018年浏阳烟花在海内外表演600多场———

浏阳“创意烟花”迎新年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黄灿 尹斌 ）“每月有2000多元的
工资，年底还有参股的分红，平时务工、
闲时务农，脱贫不成问题。”今天，在娄底
市娄星区三和绿缘蔬菜基地， 贫困户老
王笑呵呵地算着经济账。 通过充分发挥
民营经济优势，娄星区为脱贫攻坚注入
了新的动力。

近年来，娄星区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和驻村帮扶的基础上，广泛发动民营
企业参与扶贫。 按照“一个企业带动一个
产业，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众”目标，深化
“万企帮万村”行动，通过民营企业在产业
扶持、吸纳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优势，带
动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将土地和人力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增加农民收入，推
进脱贫致富。 目前，全区共有55家民营企
业参与帮扶，实施帮扶项目41个，投入资
金1.5亿余元。

“湘村万乐” 电商平台探索“精准
扶贫+农村电商+土货进城” 的发展模式，
与4523户贫困户签订电商扶贫合作协议，
对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实行“零差率” 销
售； 三和绿缘公司探索出“政府+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带动贫困户发
展生态餐饮、特种养殖、百果园、土特产加
工等乡村旅游配套服务；金凤凰农业公司
构建从种植到餐桌的特色产业链条， 开
发农业基地400余亩， 带动100余人发展
种养产业。

娄星区民营经济为脱贫“加油”

打糍粑 年味浓
1月1日，龙山县石羔街道英家社区，村民在制作糍粑。 随着春节临近，该县

土家族同胞开始制作糍粑、杀年猪、写春联，年味越来越浓。 曾祥辉 摄

岳阳县

石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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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9
76783

333
189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月2日 第2019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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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312224 元
03 1705 12 13 14 16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 月 2日

第 2019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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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1040 656240

组选三 498 346 172308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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