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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徐荣 见习记
者 彭婷)4月中旬， 在江西工作的湘潭妹子张
圆休假回到家乡， 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段
话：“如果你来到湘潭， 一定要去风景如画的
昭山镇七星村，在这里蹚过清澈纯净的小河，
漫步诗意酣畅的街道，穿越青翠欲滴的林海，
欣赏人文荟萃的画廊， 在四溢的花香中赴一
场青山绿水的盛会。”

张圆的这段文字， 配上几张在七星村的
自拍，立刻收获了大波“点赞”。七星村位于长
株潭“绿心”核心区———湘潭昭山示范区。它
的绿色发展， 是湘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 湘潭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 通过植树造林助力美丽乡村绿化美
化，通过见缝插绿提升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一
幅“青山常翠、绿意盎然”的画卷徐徐展开。目
前，湘潭市森林覆盖率达46.31%，森林蓄积量
超过990万立方米， 拥有林地面积22.3万公
顷，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最高达96%。 该市
2018年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田野村庄山清水秀，
所见之处满眼绿色……行走在莲城大地的美
丽乡村，处处是绿的海洋。2017年以来，湘潭
完成了梅林桥等6个美丽乡村示范片、乌石村

等2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以及300个美丽
屋场建设；对55个老旧小区进行增绿补绿，大
力改善老旧小区绿化面积不足和质量不高的
问题。2018年， 湘潭市新增城市绿化面积460
万平方米，完成了40余个城区公园、社区公园
提质改造工作。 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
2016年的9平方多米，增长到了2018年的11.5
平方米， 超出国家森林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标准0.5平方米。

“我们将继续深化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推
进绿心地区生态提质，争取2019年成功创建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 再添一块‘国字号’ 生态名
片。”湘潭市林业局局长李伟清向记者表示。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雷鸿涛 刘辉霞 黄
墨泉 申炅灵）4月中旬，记者行走在洪江市工
业集中区，感受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在湖南
斯凯莱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线上的工人正有
条不紊地组装散热风扇等电脑配件。“今年2
月23日，我们公司与洪江市签约了年产100万
台笔记本生产线的项目，仅1个月后就实现投
产。”该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娟兴奋地说。

始建于2012年的洪江市工业集中区，
2015年在全省132个产业园区综合评价中排
名倒数第三。近年来，洪江市以实施“项目建
设年”为契机，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推进产业
转型的强大动力。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
土地使用、奖励扶持、招商引资等方面开辟绿
色通道。同时，积极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招商引资活动，邀请东莞企业家代表团
和珠海怀化商会、 香港怀化联谊会企业家来
洪考察调研。今年一季度，洪江市工业集中区
承接产业转移现生机， 成功签约项目5个，总
投资3.15亿元。

走进湖南沃世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包
装车间， 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即将出口
南美、东南亚地区的手机。“公司入驻园区后，
发挥龙头企业效应， 吸引了手机生产配套企
业———亿立拓科技公司、 红圳科技公司落
户。”该公司经理黄艳辉介绍。目前,园区株山
片区依托沃世达科技、晨音科技等企业，打造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磁吸效应”日益凸显。

洪江市工业集中区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落户注册、报建、消防、环评、招工、政

策咨询等提供全程跟踪代办， 为企业提供保
姆式服务。“我们公司签约后， 员工遇到了住
宿难的问题，园区知道后，第一时间解决了难
题。”王娟说。

目前，园区内有规模以上企业31家,2017
年在全省产业园区综合评价中排名提升至57
位。2018年， 园区完成技工贸收入52亿元，完
成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18%； 今年2月被省政
府批准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湘潭 向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挺进
去年，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5平方米,超出国家标准0.5平方米

承接产业转移焕发出勃勃生机

洪江�工业集中区“磁吸效应”凸显
举报被查否之后……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玲 瞿媛媛

4月25日一大早， 当看到刚刚放养到田
间的种虾扑腾开去，沅江市共华镇明月村村
民刘彩红的心里，一下子欢快起来。春风拂
来，压在她心头17年的阴霾也随之消散。

去年3月， 沅江市纪委收到中央巡视
组转来的交办件：刘彩红反映村干部纵容
亲属占用自家土地多年不归还。纪检干部
陈林立马与共华镇纪委书记高建明一道，
到明月村调查。他们在村里足足呆了3天，
翻阅近20年原始档案、走访10多名知情人
后，了解到刘彩红反映的问题并不属实。

举报被查否。刘彩红却引起了陈林和
高建明的关注。在走访中，他们了解到，刘
彩红的丈夫自幼失去父母，很早就外出打
工，家中田地交由村上按需处置。2002年，
刘彩红一家4口回到村里， 原有土地因多
重原因一直由别人耕种。16年来， 一家人
靠借居亲戚家， 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生
活十分艰难。

陈林和高建明在组织村干部和村民
座谈时，了解到一个信息：当年，村里将无
人种植的14亩地 (包括刘彩红家的4亩)租

给了郭姓村民，合同已经到期，但郭姓村
民以自己投入较大为由，拒绝交还。

于是，陈林、高建明和村干部一道，多
次去郭家协调，但没奏效。无奈之下，村委
去年将郭姓村民告到了法院。 同年11月，
法院判决郭姓村民履行合同、交还14亩土
地。然而，他断然拒绝执行。

就在刘彩红一家绝望之际，陈林和高
建明多方奔走，争取到当地司法、法院、公
安等部门的支持，于今年3月26日，对郭姓
村民采取强制执行方式， 将刘彩红家的4
亩多土地要了回来。村里还在取得相关村
民同意后，将其余的10来亩土地免费租给
她家耕种。一家人喜极而泣。

然而，陈林、高建明与刘彩红一家的故
事，到这里却还没结束。前不久，刘彩红的儿
子不慎摔伤，无钱医治。高建明联系当地民
政部门，为她家送来2000元救助金。陈林则
为她因贫辍学的女儿复学跑了不少腿。他
俩还指导刘彩红，好好“开垦”这14亩地，通
过“稻虾共生”种养方式发家致富。

4月23日， 刘彩红将两面精心制作的
锦旗， 分别送到陈林和高建明所在的单
位。“心系老百姓、为民办实事”10个大字，
是刘彩红发自肺腑的感激。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戴鹏）“申
请500万元的贷款， 从资料审核到贷款到
位，只用了不到20天，让我们流动资金得
到充实， 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4月22
日，湖南天鹰钻机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向
记者说起不久前得到株洲市中小微企业
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帮助，满怀感激。

去年以来，一场“温暖企业”的行动在
株洲吹响号角，作为实体经济发展“血脉”
的金融机构已先行。 株洲市创新推出的
“风补基金”“产业链金融”等模式，针对中
小微企业亮出“实招”， 获得人民银行推
介，并在全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工作会上获表扬。

去年9月26日，株洲市正式启动“风补
基金”， 并先后与株洲农村商业银行等11
家银行和3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并针对中小微企业建立“@贷”微信业
务群。

运行半年来，株洲市“风补基金”先后

确定扶持企业“白名单”从259家增至336
家，186家企业提交融资申请，融资需求额
7.15亿元；合作银行在“风补基金”项下已
为80家中小微企业实际放款2.71亿元，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在7.22%以内。通过“风补
基金”， 株洲各企业获贷平均综合成本相
比市场融资成本下降约2%。

作为重要工业城市，株洲形成了轨道
交通等多条成熟的“中国动力谷”制造业
产业链条。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核心企
业“不差钱、用信率不高”，上下游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愈发凸显。为
此，株洲市“产业链金融”金融模式以问题
为导向，大力推动政府、核心企业为小微
配套企业增加信用，使其达到最低融资条
件。即核心企业根据上下游配套企业应收
账款和信用状况，将银行授信多余额度让
渡给配套企业，并及时认证、登记应收账
款，银行依据核心企业让渡的信用为产业
链上下游的配套小微企业办理融资。

创新推出“风补基金”“产业链金融”等模式
株洲破解融资难为中小微企业“解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前方车辆请让行，后方有重症患者
要救治！”4月23日晚， 一辆载有病重婴儿
的私家车，在张家界、常德、益阳、长沙四
地高速交警的接力护送下，疾驰在张家界
至长沙方向的高速公路上，收到消息的沿
途司机纷纷礼让。因转移及时，目前婴儿
病情稳定。

当天17时51分，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局张家界支队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求助电
话称：有一名刚出生12天的婴儿因颅内出
血，需从张家界市桑植县送往长沙市湘雅
一医院抢救， 急需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接
警后，指挥中心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并向
省高警局请求协调。

省高警局迅速部署，一条救助绿色通
道随即打通，张家界、常德、益阳、长沙支
队民警做好无缝接力护送工作。 与此同
时，各级媒体通过广播、微博、客户端等方
式，提醒沿线车辆让行，四地市民纷纷转

发呼吁。
18时30分，患者车辆驶入长张高速，张

家界支队警车迅速跟进牵引。 由于车流量
较大，一路上，民警通过喊话和示警等方式，
引导沿途车辆让出超车道；19时4分， 常德
支队顺利接到车辆；20时13分，常德支队与
益阳支队完成交接；20时57分，在长沙支队
护送下，车辆抵达长沙西收费站。

21时30分， 病重婴儿抵达湘雅一医
院， 早就严阵以待的医生迅速开展急救。
在高速交警的接力护送以及媒体、市民的
紧密联动下， 从长张高速到湘雅一医院
328公里的距离，原本需要4个多小时的车
程，最终被缩短至3个小时。这场跨越四市
的爱心接力，为孩子的及时救治争取到了
宝贵时间。

“爱心接力，为孩子打通了一条生命
通道。”4月25日中午， 患者家属通过电话
向记者报平安。由于多项检查结果暂未出
来，孩子依然住在重症监护室，但已无生
命危险，转危为安。

� � � �刚出生12天的婴儿颅内出血，危及生命，紧急从
张家界转院至长沙———

四城爱心接力，打通生命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易智辉

“老乡，我已安全到达，谢谢大家奋不
顾身灭火，否则车就保不住了！”4月24日，
刚到达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货车司机林川，
向涟源市马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刘胜军打
来电话。

4月23日18时20分许， 娄涟大道涟源
市马头山村路段上演“惊魂半小时”。

“吱……”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装载30多吨焦炭的大型挂车，被旁边
一辆小汽车紧急“叫停”。

“停车，快停车，轮胎起火了！”
货车骤停，只见车后浓烟翻滚，右后两

个轮胎已燃起大火，钢圈被烧得通红。林川
一时不知所措。随即，“嘭”的一声大响，两个
轮胎同时爆炸，火苗呼呼地往车上蹿，30多
吨焦炭如被引燃，后果难以想象。

“车子完了，一车的货也要完了！”林
川一下子瘫倒在地。

“不好，货车起大火了！”巨响引起了
路旁住户刘小春的注意，他一边招呼妻子
谭姣娥， 一边端起一盆水向着货车冲过
去。两盆水浇下去，火势并没有减弱。刘小
春推了一把林川，“快拿灭火器！” 谭姣娥
则转身跑向周边的居民点呼救：“快来救
火，快来救火啊！”

很快，20多位村民闻讯赶来。 村党支部
书记刘胜军放下饭碗直奔现场；刘新考从家
里带来了灭火器；82岁的刘青回和76岁的易
清河带着家人也加入了救火大军。因为距离
取水点远，大家开始了一场“接力赛”。

货车底部被烧红，车身明火扑灭后多次
复燃。“车子底部烧红， 如间接引燃车上焦
炭，那就前功尽弃了！”冒着爆胎和车身垮塌
危险， 一名小车司机和林川钻进货车底部，
接过村民们递来的水桶，进行底部降温。

经过半小时的齐心协力，货车火情终
于解除。 货车司机林川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一次来涟源，人生地不熟，危急时刻大
家冒险救助，谢谢涟源老乡！”

“谢谢涟源老乡！”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邬艳）今天，记者来到
宁乡市坝塘镇晟华矿场， 已找寻不到
昔日矿山的踪迹。翻整的梯田上，一排
排“精神抖擞”的油茶傲然挺立。据了
解，宁乡市现有60处矿场，正在逐一
整改，都将披上“绿衣裳”。

“为了长苗， 我把所有的花都摘
了， 预计到明年就可以正常挂果。”矿
场老板李洋平说， 把废弃矿山改造成

油茶山，不仅可以让矿场恢复生态，还
能带来经济效益，一举多得。

据了解，晟华矿场原为稀土矿场，
2016年停止采矿，整个矿场都是坑坑
洼洼。从2016年开始，李洋平着手对
矿场周边进行生态恢复， 但效果不明
显。今年，他加大了恢复力度，目前完
成复绿面积近150亩， 剩余部分在快
速施工进行平整当中，预计3年后可产
生经济效益。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通讯员 唐
志卓）“打破过去一次会议部署一项工
作的传统模式， 整合上级18个专题会
议，减少经费支出80万至100万元，开
启基层干部减负‘快车道’。”4月22日，
在安仁县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20多
个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PPT演讲，直
奔主题，说目标，找问题，求方法，做到
8分钟发言入耳、入脑、入心。

会上，不少与会代表表示:简朴却
不减分！本次简化会议形式，让人感到
一股清新之风。据了解，安仁县委、县
政府今年将大大减少各类专题会、办
公会、协调会次数，一改往年部门贯彻
落实工作，停留在纸面上，落实在口头

上的汇报方式，既有力保证工作时效，
又压缩会议成本，推动“基层减负年”
活动落地见效。

另外， 安仁县委、 县政府还制
定和出台了《关于对2019年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的乡镇和县直单位加
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意见》。同
时，从改革创新、三大攻坚战、产业
项目建设等 14个方面制定奖励性
措施 ，给积极干事 、担当有为的广
大干部吃下“定心丸”，激发了他们
的主观能动性， 形成真抓实干、担
当作为工作风气，让他们将更多精
力放在经济发展、 脱贫攻坚上，促
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安仁县 开启基层减负“快车道”

宁乡市 为60处矿场披“绿衣裳”
新型经营主体助推春耕

4月25日，道县濂溪龙虾养殖农民合作社，农民在进
行早稻抛秧。近年来，道县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适度规模经
营发展。目前，全县耕地流转面积21.83万亩，占耕地总面
积的34.4%，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150余个。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 月 25 日

第 2019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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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 1040 985920

组选三 446 346 154306
组选六 0 173 0

5 5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4月25日 第2019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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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9794520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38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9 691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09
84327

1725198
5429364

35
3152
64355
208118

3000
200
10
5

1411 25 30 3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