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张阳婷)4月29日，在湘潭金融商务
区工作推进会上，12个银政企战略合作项
目、银企授信项目等现场签约，湘潭金融商
务区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

湘潭金融商务区位于湘潭市岳塘区，成
立于2011年2月，总面积5.5平方公里，是湘
潭市“十三五”规划中唯一的金融产业聚集

区。该区坚持“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理念，截
至2018年底，已入驻企业288家，全年缴税
总额7.3亿元， 较上年增长6.9%， 占岳塘区
2018年财政总收入13%。其中，纳税千万元
以上的企业达19家，辖区内的福星国际金融
中心是岳塘区首座税收过亿元的楼宇。此
外， 湘潭金融商务区还吸引了中国平安银
行、华泰财产保险、国泰君安证券等一大批

优质企业入驻，正加快成为全区乃至全市经
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增长极。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
岳塘区委副书记、 区长陈爱民介绍， 下阶
段，湘潭金融商务区将围绕“金融”这一特
色优势，谋好“金融”篇，布好“金融”局，下
好“金融”棋，整合辖区内金融产业优势渠
道资源、优势服务资源、优势资金资源、优

势人才资源等，进一步做大做强金融产业，
实现金融服务抱团式、全产业链发展。计划
今年新引进3至5家金融机构或现代服务
企业入驻， 努力将湘潭金融商务区打造为
“三区一中心”， 即以创建金融商务产业聚
集区、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样板区和诚信营
商环境示范区为依托， 全力打造成全省一
流、湘潭市顶尖的金融中心。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
员 郭海龙)4月下旬，第六届武陵国际微小说
节在常德武陵区举行，140多名来自美国、加
拿大、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国内各地
的微小说作家共享文化盛宴， 参加2018年
“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2018年
“善德武陵”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颁奖大会，
研讨武陵微小说创作、 微电影与微动漫发
展。这是武陵区擦亮武陵微小说品牌，构建
“善德武陵”特色文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武陵区以“打造产业强区、建

设美好武陵”为目标，积极构建“善德武陵”
特色文化， 引导微小说创作与善德文化建
设深度融合，通过微小说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 该区投入8000万元修建微小说、
微电影创作基地。面向海内外创办了《华文
小小说》杂志,与《小说选刊》杂志、世界华
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等国内外权威组织和单
位， 联合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微小说征
文大赛。每年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武陵国
际微小说节，设立“武陵微小说奖”和文艺
人才与文艺创作扶持基金，调动作家、评论

家、文艺家的积极性，共同促进武陵微小说
文化品牌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如今， 全国首家中国微型小说 (小小
说)创作基地、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创
作基地、 中国微电影创作基地先后落户武
陵区。 该区连续举办6届武陵国际微小说
节，涌现出戴希、伍中正、白旭初、刘绍英等
一批有影响力的微小说作家。 在历届武陵
微小说奖评选中， 有54位武陵区作者获
奖，获奖作品共72篇，累计吸引来自国内
外的微小说创作者40.2万人次参与。

目前,武陵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小小说重镇”， 武陵微小说名扬海内外，成
为武陵区独特的文化名片。 中国作协副主
席陈建功出席第五届武陵国际微小说节时
深情地赞叹：“常德是一座让我们重新找回
对文学恋情的城市。”

岳塘区 打造全省一流金融中心
湘潭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288家，2018年缴税7.3亿元

擦亮文化品牌 构建善德文化

武陵区 微小说创作名扬海内外

岳阳三级政协委员
徒步踏察长江岸线
开展溯源调查26次， 查列

问题24个，形成问题清单5份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

璇 通讯员 杨星）近日，岳阳市三级政协委员“共护一
江碧水”沿长江徒步踏察活动情况反馈会举行。踏察
组共深入40多个村（社区）、3个园区、10多家企业，现
场交办并转移僵尸船25条，开展溯源调查26次，抽取
水样33份，查列问题24个，形成问题清单5份。

会议通报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一年来，岳
阳强力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多措并举，关
闭拆除长江沿线39处非法砂石码头， 恢复自然岸线
7.24公里，洲滩、关停港口码头复绿率均达100%，打
造了长江岸线“全年常绿、四季有花”的景观。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岳阳、嘱托“守护好一江碧
水”一周年之际，岳阳市政协联合各民主党派市委，
组织市县两级政协组织和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200
余人，从4月16日至18日，以华容县五码口为起点、临
湘市铁山咀为终点，沿163公里长江岸线开展了“共
护一江碧水”全程徒步踏察活动。

活动采取全线徒步、分段分层、追根溯源、多方
联动、统筹结合等方式，通过地面摄像、空中航拍、水
面取样多管齐下，“看、查、听、问、检、记”多种方式并
举，聚焦长江沿线“水、岸、厂、房、人”5个重点，将踏
察范围从江堤延伸拓展到坡岸、洲滩、村庄、园区、企
业， 实现了沿江全方位立体式覆盖。 委员们一致认
为，踏察中感受最深的是，岳阳163公里长江岸线水
更清了、岸更绿了、景更美了。

湘潭市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棚改”

从土地出让、 财政支持、
投资补偿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赵
强）记者近日从湘潭市住建局获悉，该市出台了《关
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市城区棚户区片区改造和开发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拓宽棚
户区改造融资渠道。

《实施意见》明确，社会资本参与棚户区片区改
造和开发的内容包括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出资、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等。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城区棚户区开发项目，按规定
享受国、省、市棚户区改造及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
湘潭市将从土地出让、财政支持、投资补偿、产业扶
持、审批服务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增强社会资本参
与棚户区片区改造和开发的信心， 为有效改善人居
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提供基础保障。

湘潭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自2010年
启动市城区棚户区改造以来， 已完成各类棚户区改
造10万余户，较好满足了群众“以小换大、以危换安、
以旧换新”的住房需求。然而，湘潭属于老工业基地，
棚户区改造开发任务仍然艰巨。 为全面完成2019年
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 在统筹考虑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湘潭市出台
《实施意见》， 将充分发挥棚户区改造拉动经济增长
和保障改善民生的作用，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
渠道多样化。

� � � � 300余位茶业专家和
行业精英品茶论茶

首届“衡山论茶”活动
在南岳区举行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
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 茶让生活
更美好。5月5日上午，首届“衡山论茶”活动
在衡阳市南岳区启幕，300余位全国知名茶
业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相聚于此，共论中华
茶业振兴大计，精心打造品茶论茶新平台。

首届“衡山论茶”活动为期2天，以“茶让生
活更美好”主题。在5月5日举行的高峰论坛上，
邀请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十二届全
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周国富，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宗懋，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肖
力争，北京小罐茶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徐海玉
等作主题演讲，深入探讨科学饮茶、健康喝茶、
养生吃茶、综合用茶、休闲玩茶、精心事茶的正
确方法和途径等。据介绍，这届“衡山论茶”活
动还有“寿岳茶歌”非遗汇报演出、“衡山论茶”
石刻揭幕等活动。

作为“衡山论茶”活动永久举办地，南岳
衡山是中华五岳唯一产茶名山， 其800米高
山孕育的南岳云雾茶，色绿香浓，味醇形秀。
近年来，衡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将茶产
业发展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致力将南岳云
雾茶打造成全国著名品牌。2018年， 南岳云
雾茶被评为湖南省十大名茶。

长沙县：
亮剑“文山会海”
为基层减负

湖南日报5月5日讯（通讯员 陈甜 艾春
望 记者 李治） 长沙县委办公室日前接到举
报称， 某科局二级机构将于当天下午召开
2019年垃圾减控量工作部署会， 要求各镇
（街道）分管负责人、城管（生态）办主任一起
参加。一场纠风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各部门召开的全县性会议，一般不请镇
（街）分管负责同志参加，确需参加的必须严
格按程序报批。”长沙县委办立即介入并及时
制止。

经查， 该局二级机构在未按规定程序报
批的情况下，随意拔高会议规格、扩大会议规
模，下发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参
加，违反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在基层
造成了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责令该局二级
机构立即整改，并责成其向县委、县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并通报全县。

这是长沙县以整治文山会海、 督查考核
等问题为突破口， 推动基层减负落地落实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长沙县、长沙经开区坚
持县区工作“同时学习、同时部署、同时研究”
制度，大力探索“多会合一”模式，腾出更多时
间深入基层一线抓落实。 启动党政机关电子
协同办公系统安全可靠应用建设， 通过流程
再优化，有效加快文件流转，切实提高公文处
理效率；进一步严格审批程序，严控会议规模
规格，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

针对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过度留痕
问题，县本级2018年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开
展了全面清理，共清理281项，其中撤销、合
并162项，保留119项，在全年减少57.6%的基
础上， 今年进一步精简督查考核至19项，切
实为基层减负。

开耕备种
5月4日，立夏临近，东安县塘家梯田，农民趁着水丰气暖的好时节，整田蓄水，开耕备种。 唐明登 摄

湖南日报5月5日讯（张佳伟 杨立新
魏志刚）今天上午，邵东国际商贸城正式
开门纳客。据介绍，这艘“市场航母”起
航，将助力邵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邵东是我省“市场大县”，商贸流通
业发达。 邵东国际商贸城是邵东兴工旺
商重要载体、 市场转型升级龙头项目之
一， 由湖南中意泓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2015年9月开工，总建筑面积105万

平方米，总投资39亿元，是一个集商品贸
易、电子商贸、信息交流、金融结算、商务
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规模化、现代化、国
际化大型综合商贸平台。

目前， 邵东国际商贸城经营产品包
括百货、鞋业、服装、家纺、家电、日化、五
金、箱包、食品等10余类共1万多个品种，
并引进了义乌进口馆、 中工硅谷等高端
零售业和新业态。今年4月，邵东国际商

贸城获评全国商品交易市场系统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示范市场。

首批入驻邵东国际商贸城的商户龙
俊吉告诉记者，有商贸城这么好的平台，
相信生意会越做越好。

邵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周玉凡表示，该
县将始终坚持“为投资者服务，让投资者满
意”的宗旨，努力为广大经营户和客商提供
更便利、舒适、优越的经商购物环境。

邵东国际商贸城开市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曹青松)4月28日上午8时， 位于
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的湖南崇盛优加
城市超市的“扶贫助农”爱心专柜蔬菜销
售区， 围满了前来选购的市民。“没想到
这里的蔬菜既新鲜，又便宜，以后都不要
去菜市场买哒。”刚刚选购完新鲜辣椒和
小白菜的王奶奶乐呵呵地说。

设立“扶贫助农”爱心专柜蔬菜销售
区， 是湖南崇盛优加城市超市的一大创
新。 超市党支部负责人介绍，2017年，该
超市在参与扶贫行动中发现， 受农村信

息和渠道不畅等影响， 贫困户的农产品
销售缺少市场， 打通销售渠道已成为产
业扶贫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大家
提议在湖南崇盛优加城市超市设立“扶
贫助农”爱心专柜。

来自农户种植的大棚蔬菜和水培
蔬菜，新鲜、绿色、有机、无公害，种植过
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和生产激素，产地可
追溯、质量有保证。每天清早，新鲜的蔬
菜满载着脱贫的希望，从农户手中“飞”
到超市货架上，很受市民的青睐。目前，
日销量达500公斤， 日营业额2万元左

右。
“我家有两亩多菜地，以前都是以

较低的价格直接批发给市场。现在供货
给湖南崇盛优加城市超市，蔬菜有了销
路， 每斤价格还比市场价高4角钱呢。”
珠晖区茶山坳镇金甲岭菜农李大爷高
兴地说。

近年来， 湖南崇盛优加城市超市党
支部围绕“绿色蔬菜、生态农业”做文章，
以超市需要什么蔬菜， 贫困户就种什么
蔬菜，积极发展农作物订单种植，把土地
变成了农民致富的“聚宝盆”。

衡阳“扶贫助农”爱心专柜助农增收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张婷
记者 龚柏威)“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违规发放绩考工资1.2
万元， 已于4月1日收回”“向县森林公安
局民警周某违规发放第13个月工资3232
元，已于4月15日收回” ……近日，南县
纪委监委对近两年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
况，进行了梳理汇总，共发现违规发放工
资、处分材料未入档等问题37个，收回违

规发放资金15.7万元。
据了解，2017年至2018年，南县共有

158名公职人员受到纪律处分，今年3月，
该县对照《2017年、2018年纪律处分执行
情况一览表》自查自纠，县纪委监委组织
了一支清理小组， 集中时间赴县委组织
部等10余个部门单位，开展了“起底式”
“全方位”的专项清理，清查158名曾受到
纪律处分的公职人员， 其处分是否按规

定时间和范围宣布、送达；处分材料是否
归入组织人事档案;职务职级、工资调整、
编制注销是否到位； 是否存在违规评优
评先； 处分期满后党员权力是否及时恢
复等内容。清理小组对发现的问题，不论
大小，一一登记在册，能当场解决要求当
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责令限时整改，
对账销号。截至目前，已有26个问题整改
到位，9个问题正在整改当中。

南县清查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51 2 9 1 5 4 9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5125977.7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18 6 2 0
排列 5 19118 6 2 0 9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5日

第 2019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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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 1040 822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34 173 196182

4 8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5日 第2019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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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955963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1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03869
0 6823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302
142819
2196456
17751864

109
5267
79994
631945

3000
200
10
5

0909 13 15 2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