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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3月12日，资兴市资五园
区内的郴州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机器轰鸣，一袋袋饲料从生产线
上鱼贯而出， 车间的工人却寥寥几个。
“车间采用的是丹麦全自动化生产工作
线。”公司副总经理曾祥杰说，生产线上
的工人比原来大幅减少， 产量却大幅提
升，每天可生产饲料300吨。

近年来， 资兴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效能， 优化发展环
境，鼓励园区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先后出
台《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奖励办法》和《中小
微企业续贷周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政
策措施，形成涵盖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等全覆盖政策体系， 在人才引进、
金融支持、重点产业发展计划、要素保障
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资兴经开区负责人介绍， 该市一系
列服务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 为推动园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 ,经开区在拓
展园区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很
多优势。如经开区目前享有园区规划建
设、项目审批“一次办结”等权限，形成
了自主高效的决策机制。今年2月底，辉
鸿电子、 东江浩源食品等6个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总投资额达18.5
亿元。

该市鼓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 落户
资兴的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 项目从

谈判到签约只用了3天时间，从签订合同
到投产只用了10个月。 该项目去年投产
后采用国内领先的光伏光电材料基板生
产工艺， 生产用电80%以上由余热发电
系统供应， 节能减排的标准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去年， 资兴市园区实现规模工业增
加值111.88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48.7%。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丽音 蒋静）“以前我们办老年
证手续要到城里去，来回要花一天时间。
现在只需走几步路， 不到半个小时就办
好了，真是太方便了。”3月7日，永州市冷
水滩区蔡市镇邓家铺村村民邓汉周，到
村里综合服务平台便民服务中心补办老
年优待证。去年3月，邓家铺村农村综合
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后， 村民缴纳水
电费、 办理医疗保险等， 都能在村里完

成，基本不再需要出村。
11岁的朱红瑛， 家住冷水滩区上岭

桥镇仁山村，父母在外打工，她和年迈的
奶奶相依相伴。中午放学后，她来到离家
500米的村部，在“留守儿童活动室”和
“四点半学校”， 上网与远在外地的父母
进行视频聊天。 朱红瑛说：“以前我用手
机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现在村里有电脑
了，可以随时来这里跟他们聊天。”

去年以来，冷水滩区陆续投入资金2

亿多元，用于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截
至目前，全区165个行政村都有了自己的
“新地标”。各个平台除按照“八室两中心
一广场”要求进行功能设置外，还结合农
村实际， 增加了农村电商和农资供应等
特色服务功能。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开通
后，冷水滩区先后将161项审批、代办权
限的公共服务事项，下放到村和社区，实
现便民服务“提档升级”。

自打村里有了综合服务平台，村

支两委的办公条件也明显改善， 村里
的大小事情， 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妥
善处理。

冷水滩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陈雄
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用最严的要求和
最实的行动，来规范平台的日常管理。用
最精准的举措和最全面的服务， 确保平
台功能发挥，切实将165个村级综合服务
平台打造成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红色
阵地。”

资兴创新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48.7%

165个村实现综合服务平台全覆盖

冷水滩村民办事基本不用出村

相约年年为此会
不因风雨误佳期

东洞庭湖保护区举行送鸟北迁活动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徐亚平)又到候鸟北迁季。今

天，东洞庭湖保护区宣教中心和观鸟长廊，人头攒动，横幅
招展。来自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浏阳经开区、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的志愿者500多人，在这里举行“跟着大雁去
迁徙”全球跟踪守护候鸟迁徙活动。据悉，每年3月中下旬这
里都会举行送鸟北迁活动。

湖南省最美志愿者、全球跟踪守护候鸟活动“跟着大雁
去迁徙”发起人周自然，跟大家分享了多年来跟踪守护洞庭
湖天鹅、大雁到中国北方和俄罗斯的故事，还特别介绍了去
年首次跟踪小白鹭“南海姑娘”从洞庭湖飞越五岭山区、成
功迁徙到广西防城港过冬的特殊意义， 呼吁全社会共同保
护候鸟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的安全。

活动中， 鸟类专家姚毅讲解了洞庭湖的演变和生物多
样性；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负责人作了题为《洞庭湖的美丽
与忧伤》的主题报告；岳阳民俗学者张小章讲解了洞庭湖的
古岸古塔和水上古道；环保志愿者张脱冬、付锦维讲述了他
们排除万难保护江豚和候鸟的故事。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政忠 刘
联波）今日，东安县首届“老师傅”民俗文化艺术活动在该县
鹿马桥镇马坪村举行。

在遍地盛开的油菜花丛中，当地木匠、篾匠、棕匠、铁匠、
砌匠等工匠现场献艺。他们娴熟的动作，近乎完美地展示现
已不多见的打铁、石磨豆腐等传统技艺，让人惊叹不已。在犁
田比赛、砌墙大比拼等现场，游客们自发当起啦啦队，为选手
鼓励加油，把活动推向高潮。

自古以来，鹿马桥镇盛产木匠、篾匠、棕匠、铁匠、砌匠等工
匠，并因为祖祖辈辈秉承“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在四里八乡获得了“老师傅”的尊称，成为当地一种独特的文化
现象。东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举办“老师傅”民俗文化艺术活
动，旨在以“老师傅”为媒，促进东安乡村旅游与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努力把东安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微旅游”目的地。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通讯员 向
民贵 符云锦 刘纯余 记者 彭业忠）3
月15日8时， 泸溪县辰河大剧院里，来
自全县所有乡镇、 县直单位主要负责
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548人，参加
该县在此举行的脱贫摘帽誓师大会。

县里拿出310万元，对2018年度脱贫攻
坚成绩突出的6个乡镇、7个责任单位、
28支驻村扶贫工作队、34个村、118名
个人和15家农商银行支行，给予重奖。

2018年，泸溪县对标对表“户脱贫、村
出列、县摘帽”目标，真抓实干，顺利实现

33个贫困村出列、 减少贫困人口5464户
21455人， 综合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360元。

泸溪县委书记杜晓勇表示，2019年，
该县将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决胜年”活动，
在巩固脱贫成果基础上， 不漏过一户贫
困户， 确保10058名贫困人口脱贫、21个
贫困村出列， 年内摘掉“深度贫困县”帽
子，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8%以内。

被拐26年
女子回家记

通讯员 刘贤安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3月14日晚9时许， 安乡县公安局一楼大
厅，“欢迎分离26年的亲人回家” 几个大字，赫
然在目。一辆商务车停在县公安局门口，在民
警和姐姐的搀扶下，吴红（化名）走下车来。

被拐26年后， 双脚终于踏上家乡的土
地，回到了亲人身边，吴红泣不成声。那段噩
梦般的经历，就此画上句号。

1993年春天，23岁的吴红前往广州务
工。一对中年男女以“安排工作”为由，将涉
世未深的吴红带上了北上的列车。这对男女
其实是人贩子，他们将吴红带到甘肃省武威
市的一个偏僻村庄， 化名为“肖冬梅”，以
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一名张姓男子。

2005年1月，趁张某外出，吴红逃离了
“魔窟”，一路靠乞讨和打零工，流浪到甘肃
省张掖市。 她曾向警方和民政部门求助，但
因身份信息严重缺失等原因未果。 后来，吴
红流浪街头，风餐露宿。被骗的经历让她内
心充满恐惧，可她从未断了回家的念想。

今年2月24日，吴红搭乘一辆运菜的货
车，从甘肃来到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饥寒
交迫中，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惠农区
公安分局的大门。当地警方听完吴红的述说
后，立即将她妥善安置，并采集DNA血样送
至市公安局检验。随后，宁夏警方又将该情
况上报。

在公安部打拐办的统一协调下， 甘肃、
宁夏、湖南三地警方对吴红被拐卖情况进行
调查。通过受害人的口述和DNA比对，初步
确定吴红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官垱镇官
垱村村民吴则根（化名）的女儿。

接到公安部指令后，湖南省公安厅刑侦
总队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常德警方。3月12
日，安乡县公安局选派两位民警，带着吴红
的大姐和哥哥赶往宁夏，将她接回到魂牵梦
绕26年的家乡。

东安“老师傅” 助推“微旅游”

泸溪310万元重奖脱贫攻坚先进

长沙首届并置
艺术摄影展开幕

3月16日下午， 长沙市天
心区新韶西路， 参展摄影师为
观展市民讲述创作思路。当天，
由湖南省摄影家协会艺术摄影
委员会与新闻纪实摄影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印湘江”并置艺术
摄影展开幕， 共展出摄影作品
80幅（组）。并置摄影，是一种把
同类别题材的照片拼搭在一
起，起到连续、多重反应效果的
摄影形式。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3月15日，冷水江市以
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
园区建设、企业走访“五会合一”形式，
启动“千人帮千企”活动，组织党员干
部为企业“减负松绑”。

今年以来，冷水江市响应“基层减
负年”要求，提出“从精简会议、文件抓
起”，减少会议程序和次数，杜绝“形式

化、念材料、说套话”，提倡“并会、套会、
数会合一”。 把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迎
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扑下身
子，着力破除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方面的发展难题。金竹山镇党委书
记李芳明深有感触：“这种形式， 节省了
会议时间和经费开支，提高了效率。”

以“会议减负”为契机，冷水江全
力推进企业“松绑减负”。通过“放管

服”改革，着力减税降费、精简审批环
节、缩减办理时限，提升工作效能；通
过全程代办， 让干部和数据“跑腿办
事”，提升服务水平；通过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杜绝阻工闹事,严查向企业提
出违规要求，让企业全力投入生产；强
化事中事后监督， 既防止因监管过当
而阻碍企业发展，也防止因监管缺位、
失查失控导致不良后果； 加强政银企
合作，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好的企业项
目找资金、帮助银行找项目，让企业进
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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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为基层减负 为企业松绑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7日
第 2019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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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 1040 1138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69 173 392537

8 6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17日 第2019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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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4051276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7
二等奖 19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6202265
5 1303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56
83656

1625585
10427184

42
3001
61493
366802

3000
200
10
5

1605 10 12 2207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天
从省纪委省监委获悉，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晓宏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晓宏，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湖南邵阳县人，1989年7月
参加工作，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8年3月至2012年12
月，任长沙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2012年12月至2016年10月，
任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党工
委书记， 其间于2016年3月兼任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2016年10月至今，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长沙市副市长李晓宏接受审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