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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佘剑球 李鹏）3月20日，65岁的
顾三元早饭后像往常一样， 在小区的花
园里悠闲散步。 顾三元是常德市武陵区
芷兰街道临紫社区居民， 原来的房屋狭
窄陈旧，门前道路破烂，农村集体土地被
征收后， 他去年搬进了南坪花苑小区舒
适的电梯房。“我们现在过起了城里人的
生活，居住环境改善了，心情也舒畅了。”
顾三元高兴地说。

这是常德以人为本，优化城镇和产业

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常德自2015年被列为湖南省新型城

镇化试点单位以来， 结合常德实际及地
域特质，注重顶层设计,推进城乡一体，
建立了市县乡（镇）三级互动机制，大
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市拓展和
项目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
常德大力打造城市亮点， 加速推进北
部新城、东部片区等片区开发，大力推
进大唐司马城、婚庆产业园、卡乐世界
等产城融合工程以及桃花源大桥北端

片区、江南片区等一批棚改项目建设。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 该市推进屋顶绿
化行动和基础设施建设 ,并大力推动产
业项目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大大提升
了城市承载能力。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必须
以人为本。 为了让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
活，常德从教育质量提升、健康事业推进
和加强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持续
改善民生。2018年，全市共改造农村薄弱

学校166所，建成标准化学校36所，新建
普惠性幼儿园96所。全市5000多个医疗
机构遍布各乡镇、街道，县乡村三级医疗
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 市本级去年新增
城镇就业5.87万人。

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步伐。至去年底，常德市城镇化率已达到
53%；常德市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市城区
人口已达95万人，城市、县城、小城镇层
次结构日渐分明， 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张明子 鲁建良）3月19日， 在临湘
市长江大堤长江村段， 上百名村民正手
持铁锹，种植红檵木、女贞等树苗，并在
种好树苗的地表铺上绿油油的草皮。开
春以来，长江村俏丽“换装”,建成生态小
游园、小果园、小绿地共计35个，为临湘
38.5公里长江“生态廊道” 增添一抹新
绿。

临湘市坚持“江、湖、河、路”四位一

体，强力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统筹整合
涉林涉农项目资金， 发动沿线乡镇（街
道）、村（社区）踊跃筹资投劳，引导民间
资本参与、 乡友乡贤资助， 打造百余条
“生态廊道”。

护卫19个村庄15万村民的38.5公里
长江岸线和104公里黄盖湖大堤，是临湘
市“生态廊道”建设主战场。从临水侧防
护林、背水侧护堤林、码头复绿、可视范
围森林提质4个方面，该市推进长江岸线

复绿工程，已栽种树苗750万株，复绿面
积1.8万亩； 完成投资4.75亿元的黄盖湖
防汛治理工程，在30公里堤防栽种紫薇、
杜鹃等灌木2.2万株， 内坡栽植草皮103
万平方米。

绵延32公里，穿行五里牌、聂市2个
镇（街道）13个村的最江公路沿线“生态
廊道”，绽放着浓郁的茶马古道风韵。一
路北上， 茶树成排，18个茶公园掩映于
红花绿林之中。各示范村也致力建设一

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廊道”。坦渡镇万峰
村筹资100多万元， 沿潘河打造7公里
“生态绿化带”，建设小游园、小公园11
处。

开春以来，临湘市栽植各类树苗120
万株， 新增绿地18.7万平方米、 微公园
1307个、微湿地816处。106条大小“生态
廊道”纵横山野田畴，带动农村人居环境
快速改善，沿途涌现“美丽村庄”136个、
“亮点屋场”1740处。

新型城镇展新颜
城区人口达9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

“生态廊道”换新景
沿途涌现“美丽村庄”136个、“亮点屋场”1740处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唐
曦 成俊峰 通讯员 唐兰荣 ）3月22日，
2019年衡阳珠晖乡村旅游暨金甲梨园
第四届梨花节在该区茶山坳镇堰头村
金甲梨园开幕，吸引数千名游客漫步千
亩梨园，感受“千层堆雪”美景。

“梨花一枝春带雨”，记者在金甲梨
园里看到， 园中5万余株梨树大部分冒
出洁白的花朵，圣洁素雅。随着一场春
雨的到来， 那些梨花在雨中浸润着，在
春风中摇曳着，花托、花瓣、花蕊上都挂
满了晶莹的雨滴， 颗颗粒粒如散珠碎

玉。每年3月，千亩梨园都是梨花怒放，
整个堰头村似茫茫雪海、 银装素裹，其
景象令人心醉。去年，金甲梨园就入选
全国百个乡村旅游精品景点。

据悉，本次节会将持续至3月30日。
其间，游客不仅能观赏5万余株梨树花开
盛宴 ， 还可以欣赏衡阳非遗戏曲艺
术——祁剧的精粹折子戏， 品味独具衡
阳特色的“百桌流水宴”，乘坐直升机俯瞰
茶山春意盛景等。此外，珠晖区农特产品
展销和金甲生态美食活动也将同步进
行，鸡萝卜、红薯片、艾叶粑等珠晖特色农

产品将再次与各地游客零距离“有约”。
去年来，珠晖区立足“大湘南休闲

旅游目的地”发展目标，深入挖掘山水、
历史、人文、农业等资源，着力推进全域
旅游， 顺利引进了安徒生童话乐园、吾
悦广场、智慧农芯、1635“文化创意+”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等一批旅游项目，并以
茶山坳镇美丽乡村建设整域推进为契
机，重点连片打造了堰头、金甲、黄洲、
农林4个美丽乡村， 壮大了早熟梨、草
莓、萝卜、有机蔬菜等特色产业，农旅融
合迸发强大活力。

“校长陪餐”饭菜香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吴霞

“校长请坐我们这一桌。”“校长您吃什么菜？”3月19日
中午，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食堂内，校长陈冰青排
队打好饭后，和学生们凑在一桌吃饭，颇受学生们的欢迎。

“我在这里上班6年了，陈校长几乎每天都来陪学生吃
饭。”食堂员工杨玉乾说，为了让学生吃好、家长放心，学校
花了很多心思。

记者在食堂看到，超过1000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明亮，一排
排不锈钢餐桌椅干净整洁，2000多名用餐的学生井然有序。

“二荤一素套饭6元，一荤一素套饭5元，米饭可以随便
加。”陈冰青告诉记者，在这里，5元钱可以吃上一顿荤素搭
配营养丰富的“大餐”。

“在学校食堂吃饭，分量足、味道好，我们都要师傅打少
一点，不能浪费。”看到一名男生吃得津津有味，记者问他味
道怎么样。

“以前都是我给孩子送饭，现在我和她一起吃食堂。”高
三学生家长张淑云，自从孩子上高中以来，每天都到学校陪
孩子吃午餐。

饭菜味道好，价格实惠，是学生和家长对食堂的共同感
受。女儿已毕业好几年了，但家住学校附近的家长吴正宏仍
旧是食堂的常客，他说在学生食堂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菜。

“全校70余名班主任老师均要求陪餐，同样缴费、同时
就餐、同标准就餐。”陈冰青说，自2015年8月开始，该校学生
食堂就实行教师陪餐制度。

学校要求校长、班子成员、班主任老师每天早、中、晚餐按
时在学校食堂陪餐，做好陪餐记录；陪餐领导或教师要及时主
动了解学生就餐情况、食堂运行情况，发现和解决食堂管理与
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陪餐领导当天要检查食堂是否严
格执行原料购进验收登记、物品索证索票、饭菜留样等。同时，
该校还不定时邀请部分家长来校品尝监督饭菜质量。

“以前，我总担心我的小孩在学校吃不好，今天我看到
校长、老师们和我的小孩吃一样的菜，我很放心。”学生家长
伍珍玉贞看到校长、老师和学生一起就餐，吃一个标准的饭
菜，感到非常暖心。

据了解，近年来，靖州不断加强对学校食堂的管理，建
立了规范、常态的学生食堂监管制度，各学校实行民主公开
管理，建立教师、学生、家长代表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定
期检查和公示，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同时，实行校长、教师和
家长代表缴费陪餐制度。

“全县有28所中小学都开展了校长、老师陪学生吃午餐
的活动。”靖州教育局营养办主任明亚非说：“我们的目标是
让学生在学校既要吃饱、还要吃好。”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3月22日一大早， 新晃侗族自治县
贡溪镇贡溪村村部已是人山人海。这一
天正是侗族民间传统“春社”节。湘黔两
省上千群众欢聚一起闹“春社”。

“锵咚锵，咚咚隆咚锵。”记者刚一
下车，就听见一阵锣鼓声。“锣鼓师们正
在围场打社鼓，表演的是侗族群众喜爱
的《龙摆尾》《十八罗汉》， 营造欢庆气
氛，招来四面宾客。”贡溪村党支部书记
蒲祖龙介绍。

新晃贡溪“春社”节历史悠久，极具
地方特色，2016年被列为怀化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春社”节当天，老百姓煮
社饭，看歌会，赶社场。社饭用大米、糯
米、 黄花豆煮至半熟后， 再拌腊肉、香

蒿、马葱、猪油等调匀用火焖熟。
侗族大型山歌会是“春社”节的重

头戏。今年山歌会有了新内容。表演之
前，贡溪村一批模范脱贫户、平安家庭
户、最清洁户、致富能手等受表彰户披
红挂彩，走上百姓舞台领奖。

好几户还是抱着娃娃去领奖的，
惹得台下观众乐呵一笑。 怀里抱着娃
娃的杨春仙，拿的是“模范脱贫户”奖。
“我家去年养了7头猪，种了5亩稻谷。”
杨春仙略显紧张地告诉记者， 搭帮党
的扶贫政策好， 她家的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

随后，山歌会开始。贵州天柱县民
族民间歌谣协会特意前来登台表演了
侗族山歌。傩戏“咚咚推”、山歌《赞美贡
溪》、小品《懒汉脱贫》、山歌《精准扶贫》

等节目陆续登台。傩戏“咚咚推”的演员
戴着傩戏面具， 双脚一直合着“锣鼓
点”，踩着三角形不停跳动，把台下的观
众逗得乐呵呵。

“山歌会将侗族傩戏与民族歌舞、
乡风民俗进行有效整合，以传统节日的
形式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 同时展现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
宣传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 新晃文明
办主任彭宏高说。

赶社场，过去是侗族青年男女春游
及谈情说爱的活动，也是当地群众娱乐
以及农村集市贸易的交流会。

临近中午， 台上山歌唱得火热，舞
台一侧已是社饭飘香。记者一尝，香软
可口，美味独特，不觉放下相机，和侗族
群众一起吃起了社饭。

宁乡成立
“十大商圈”服务点

5大政策红包送上门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李曼斯 张进

良）21日，宁乡市“商圈商户优化营商环
境”活动全面展开，全市“十大商圈”服务
点正式成立，5大政策红包送到商户手
中。

在现场， 相关负责人解读了新出台
的《宁乡市重点商圈商户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之后“十
大商圈”属地负责人分别接牌，志愿者深
入商圈商户发放便民服务卡。

据了解，《方案》 根据全市商贸服务
业的实际情况， 在全市布局成立大河西
商圈、豪德市场商圈、炭河里商圈、少奇
故里商圈、沙河市场商圈等“十大商圈”
服务点。全市25家部门单位，将协力安排
专人负责联络服务， 重点为商户解决交
通拥堵、 通信不畅、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

“好酒也怕巷子深，有了‘掌上沙河’
的每日推荐，好商品不怕滞销了。”沙河
市场商户周红春今天已初尝甜头。 沙河
商圈服务点设立了“每日精品推荐”窗
口，商户可自荐商品，通过“掌上沙河”微
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向消
费者推介。

此外，商圈服务点还将“党建、法律、
教育、健康、政策”5个政策红包送上门。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田育
才）今天，记者从张家界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张家界
市政工程完成投资落地37亿元。今年，
该市将以城市路网、 地下管网等市政
工程建设为重点， 以高质量发展为根
本， 力争完成市政工程投资落地40亿

元。
据了解，2019年， 张家界市中心城

区市政重点工程将加快推进城市道路
建设，完善路网体系，以“拉通城市滨水
环线，打通城区道路微循环和交通拥堵
点， 提质改造城区和外部区域的连接
线”为目标，新改扩建城市道路20条30

公里、桥梁3座、地下人行通道2个、城市
公园2个、截污次干管5.8公里；完成所有
农村危房改造存量，完成6091户棚户区
改造任务，力争全市建筑业总产值目标
增长7%，开创新时代该市住房城乡建设
工作新局面，助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
质量发展。

长沙地铁
3、4、5号线不涨价
7元钱最远可乘坐39公里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金慧）今天上
午，长沙市地铁票价听证会召开，来自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地铁经
营单位与利益相关方代表共21人参加，
根据听证会结论，长沙地铁3、4、5号线票
价继续沿用现行地铁1、2号线票制和票
价，实行同网同价。

会上， 长沙市发改委陈述了地铁票
价方案， 听证会参加人就本次公布的地
铁线网票制和票价方案发表意见和建
议。

“建议推行周票、月票、年票等多种
选择，吸引更多人群绿色出行。 ”“希望能
把目前65周岁老年人免费乘车的年龄与
法定退休年龄60岁同步。 ”……

根据听证方案 ,长沙地铁票价主要
体现公益性原则、递远递减原则、合理
比价原则、兼顾财力原则和统筹线网原
则。 具体票价机制和标准为起步价2元
可乘6公里（含），5-16公里（含）范围内
每递增5公里加1元，16-30公里（含）范
围内每递增7公里加1元，30公里以上
每递增9公里加1元， 根据此算法，7元
钱最远可乘坐39公里，充分体现了“递
远递减”的计价原则，减轻了远距离出
行费用负担。

同时，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增
加了优惠政策， 将现役军人列入免费乘
客范围。 春风一过“千堆雪”

珠晖区第四届梨花节5万余株梨花迎春怒放

侗乡闹“春社”

张家界：今年市政重点工程力争投资落地40亿元

特色产业
促就业
3月21日， 益阳市

赫山区世林食品有限
公司，工人将风吹肉打
包。该公司利用当地食
材，生产具有湖湘特色
的农家坛菜、 河鲜熟
食、竹笋山货等系列产
品， 安置了周边370余
人就业。近年，赫山区
通过发展中医药、食品
加工等特色产业，有效
促进了群众就业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夏艳辉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801589
0 233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5
526
7367

4
6

220

228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615
89945

299
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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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3月22日 第2019032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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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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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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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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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742 1040 3891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768 173 478864

2 56

郴州提升电梯安全指数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通讯员 李志伟）“去年因雷电引

发的电梯故障达22起，电梯防雷措施必须全覆盖。”近日，郴
州气象、质监部门举办防雷湖南地方标准《电梯防雷技术规
范》等专题宣传活动，进行详细的宣讲。

目前，郴州市在用各类电梯共9303台，其中住宅、商用
电梯约占全市总量的80%，且电梯数量以每年20%的数量递
增。根据统计，仅2017年至2018年，该市雷电引发电梯故障
达38起，造成市民工作不便、经济损失和安全等问题。有关
专家表示，电梯机房处在楼顶的位置，雷击造成电梯损坏的
概率大，因此必须全面加强电梯防雷技术。

除了不断加强防雷技术的应用外， 郴州市还多措并举
确保电梯“上、下”安全。如质监部门全面加大对电梯应急处
置服务平台的推广应用，确保平台报警仪100%在线、应急指
示标牌100%安装。一旦电梯出现故障，乘客发出警报，物业
服务企业、 电梯维保单位用手机ＡＰＰ实时接收警报信息
并立即开展应急救援， 救援人员到达救援现场平均用时比
国家规定缩短三成以上。

常德

临湘

长沙：税务“家教团”
送“课”上门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李姝）4月1日
起，增值税税率将全面下调。3月21日下午，国家税务总局湖
南省税务局、长沙市税务局组成“家教团”，送“课”上门，为
长沙市工商联、总商会近500名商会代表、企业家进行了3场
各具侧重点的政策讲解。

讲解会还未正式开始， 就坐的企业家们就仔细翻看起
税务干部们分发的“减税降费”宣传资料。随后，税务部门相
关负责人分别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税种
的近期“减税降费”政策进行了解读。

近期，长沙税务通过“报、网、端、微、屏”多样化宣传平
台向社会广泛进行政策解读，通过线上线下对其进行“点对
点”培训和“面对面”辅导。截至2月底，长沙税务系统共开展

“减税降费”专题培训辅导915期37.3万户次，发放宣传资料
12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