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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臧得志 张智勇 胡建根)5
月7日，在南县经开区，湖南吉湘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工地上一片忙碌，该公
司年产6万吨醋酸纤维原料项目正在
抓紧建设中。

吉湘生物的前身是湖南拓普竹麻
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退出造纸制浆产
能，加快转型升级，除正在建设的年产6
万吨醋酸纤维原料项目，还完成了年产
5万吨高端水刺无纺布项目前期调研，

即将落地。 两个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年
创产值5亿元，带动就业320多人。

近年来，南县大力引导、扶持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传统工业转型
升级。 县里出台了新的科技三项经费
管理办法以及支持、鼓励工业经济发
展的10条政策措施等，并对在技术改
造、科技创新方面成效显著的企业和
单位，先后给予1000万元奖励。

去年，南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设立并通过省检，为企业在专利申

报、项目申报、质量管理培训和认证
等方面提供服务。 该平台已注册企业
200余家， 指导县内工业企业申报国
家、省及益阳市技改项目15项。 同时，
南县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克明面业联
合9所高校、5家科研单位， 实施大宗
面制品适度加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
与示范项目， 今年4月在省科技厅通
过项目申报答辩。 顺祥食品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朱蓓薇教授，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 南县伟业机械与湖南农大
工学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成为
油菜联合播种机湖南省地方标准制
定单位之一。

通过技术改造、创新驱动，南县
一批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稳中提质。 今年一
季度，南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85%， 增加了
3.9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阳艳 ）“开会不照搬材
料、文件不再扎堆，摒弃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我们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
在调研和基层服务上。 ”5月10日，在
参加简短的项目建设部署会议后，娄
星区干部小刘称赞该区开展的“减
负”工作搞得好。

今年来，娄星区把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为基层减负重要突破口，
针对填报表格过多、层层开会、考核
频繁、督查重复等问题，做好“减法”，
力争文件和会议数量减少40%以上，

督查事项减少50%。
娄星区着力在办文上“瘦身提

速”，做到精简程序、联合发文、发短
文，不随意发文，将文件办理从人工
“跑、要、问”转向“数据跑路、信息服
务”，避免干部疲于领签文件。 在会议
上“消肿提效”，出台“精文减会六条
措施”，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工作
统筹，做到最大限度整合、压缩会议，
实现少开会、开短会、多会合一。

针对基层考核督查较多等问题，
娄星区精简考核数量，对44项内容进
行合并，撤销督查检查考核37项。 每

月召开一次乡镇街道工作讲评会，相
关工作都在会上安排调度，除上级交
办的重点工作，一般不再组织检查考
核。 注重检查考核实效，采取明察暗
访、电话调查、点对点业务检查等方
式进行，简化资料要求，不填报各类
繁琐表格，不要求被检查考核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陪同。 设立违规督查举报
电话，对违规开展检查考核的，
在全区进行通报批评， 并在年
终绩效评估工作中予以扣分。

同时，娄星区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建设，

将46家单位687项政务服务事项录入
省一体化平台目录清单库，实现政务
事项“快速办理”。

通过“减负”，娄星区广大党员干部
将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各项建设大幅
提速。湖南利钢项目，实现150天建成投
产。特种与智能门控系统及防火材料项
目，从签约到项目落地仅用了26天。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见习记
者 陈新）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
交通集团获悉，随着长沙地铁5号
线一期工程木桥站至雨花区政府
站右线盾构近日顺利贯通，5号线
一期工程右线盾构区间实现全线
贯通。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北
起长沙县蟠龙路， 沿万家丽路向
南，途经长沙县、芙蓉区、雨花区，
止于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线路
区间总长35.43公里， 共设18段盾
构区间，现右线区间全线贯通，左
线已有16个区间贯通。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戴奇）昨天，2019年
长沙市城市节水宣传周系列活动
启动。

长沙水业集团当天成立了青
年讲解员志愿队，并将洋湖、猴子
石等3个水厂向市民开放参观。 长
沙市住建局等单位对获得“长沙
节水型居民小区” 称号的岳麓区
梅溪湖金茂悦小区、 雨花区明昇
壹城小区、 雨花区五矿万境水岸
小区、 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家属小
区授了牌。 随后，长沙市将举办水
质检测服务进家庭等一系列活
动，呼吁市民惜水节水。

长沙水业集团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集团日供水能力达到235
万吨， 日污水处理能力117万吨，
供水范围995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400余万人。 随着长沙快速发展，
河西片区、 城南区域及高远程地
区用水依然紧张， 供水事业仍面
临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去
年，长沙城区最高日供水量超244
万吨，创历史新高。 预计今年高温
季节， 城区部分区域供水形势将
更加严峻。 长沙水业集团已提前
做了安排部署， 南托水厂20万吨
新建和望城水厂10万吨扩建工程
将于6月底完工，届时长沙日供水
能力将达到265万吨， 有信心、有
能力保障城区安全优质供水。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见习记
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禹雅宏 唐召
腾 唐国友）怀化市银行系统积极
为中小微企业及涉农贷款减费让
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5月10日，
该市银行业协会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今年一季度，仅农商银行系统
就为全市“三农” 贷款客户让利
2600余万元。

为减轻中小微企业、 涉农企
业融资负担，今年，怀化市银行业
在停收中小微企业贷款承诺费、
融资顾问费、账户（资金）托管费
的基础上， 通过广泛开展抵押品
价值内部评估、计量、核准，减少
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产生的
额外费用， 抵押品抵押登记费用
由债权银行承担， 降低企业现金
结算费用等。 今年头3个月，全市

银行业通过以上举措， 共对中小
微企业、涉农企业减费168.7万元。
同时，制定优惠利率政策，实施差
异化定价策略，合理压降“三农”
及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全市绝
大部分国有大型银行普惠中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控制在5%以下，农
商行系统今年“三农”贷款年化综
合利率比上年下降了5.74%。

怀化市银行业还大力发展普
惠金融， 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贷
款合理增长。 各大银行怀化市级
分行都成立了专门从事普惠金融
业务的部门， 专司中小微企业服
务工作， 并通过简化贷款业务流
程、优化抵押担保手续、加大考核
评价权重， 适度提高对中小微企
业不良贷款比例容忍度， 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有效信贷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 这天一大早，东安县
舜皇山下大庙口镇大庙口、紫溪、塘复等村，家家户
户上山采摘黄杨、枫香等植物的嫩叶，用古老的石
臼捣碎，制作乌饭。

这时，游人们也兴高采烈参与其中，用照相机、
摄像机等拍摄乌饭制作过程。

乌饭又称黑饭， 是江南一带民间风俗小吃，用
一些树叶捣成汁混入米饭中制成。 大庙口村63岁的
村民曾昭富对记者说，要采集5种树叶，用树叶捣碎
后的汁液浸泡糯米，经“九浸九蒸九暴”，才能煮出
可口的乌饭。

东安县文化馆负责人唐芳芳介绍，在大庙口镇
大庙口、紫溪、塘复等村，吃乌饭的习俗相传已久。
据说，古代当地有一个孝子的父母含冤入狱，他便
采集树叶做成乌黑的米饭，送到狱中，防止狱卒偷
吃，还让饭吃起来可口。

相比其他地方， 东安乌饭选用食材更讲究，制
作工艺更复杂，有安神明目、祛湿防蚊等功效。 2015
年，东安“乌饭制作技艺”被列入永州市第四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近年，东安县大力保护和传承乌饭制作技艺，越来
越多的客人在这天专程来参与制作和品尝乌饭， 推动
了当地旅游，还没有煮的乌米也成了旅游产品。

南县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发新芽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5%

娄星区出硬招为基层“减负”
力争文件和会议数量减少40%以上，督查事项减少一半

舜皇山下乌饭香

长沙地铁5号线右线盾构贯通

2019年长沙市
城市节水宣传周活动启幕

怀化银行业减费让利出实招

姑娘节上民俗美
5月12日，身着苗族服装的姑娘们在表演《苗家婚俗》。当天，“神奇绿洲 醉美绥宁”2019年邵阳绥宁苗族“四月八

姑娘节”开幕式在绥宁县黄桑生态旅游区举行。 活动期间，将举行“醉美姑娘”帐篷民宿节、第三届湘西南土货节暨
“扶贫花开”文旅创意产品展等活动，全方位展示绥宁苗族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独特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何超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12日

第 2019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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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1040 795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64 173 218672

0 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12日 第2019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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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8434444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741103
3 13190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374
102249
1678737
14054725

91
3393
59631
495202

3000
200
10
5

1110 15 24 2611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科技兴企，安全可控
走进金利来全自动组合烟花1号

线生产车间总控室内，通过智慧安监
平台，见长达数百米的生产线在进行
流水作业，每个环节都能看得清清楚
楚，危险区域除了用混凝土墙进行隔
离，还做到了人机、人药、机电完全分
离隔断，达到“开机必定无人、有人必
不开机”的要求。

一个个空的烟花模具在生产线
上流水般前行， 经过内筒药输送、危
险原料中转、产品组装、成品下线等8
个区域，15分钟后，除去包装，烟花生
产其他工序均在机械手操作下完成。

眼前的这条组合烟花全自动化生
产线， 自2009年组建团队开始自主研
发，历经8年投资上亿元，攻克了隔爆、
药物输送、智能检测、集数控制、事故因
素控制等核心技术，不仅彻底解决了危
险环节人员安全问题，也有力提升了企
业生产效率、 土地利用率和核心竞争
力，被列为全国烟花安全生产推广示范
工程、全国安全生产示范基地。

2016年7月26日， 杜家毫就在这
里主持召开烟花爆竹整顿治理工作
约谈会，实地观摩了组合烟花全自动
化生产线。他勉励企业不断改进自动
化生产工艺，加快标准化建设和应用
推广， 引领示范烟花爆竹行业机械

化、自动化生产和信息化管理。
“现在，烟花生产不但安全有了

保障，而且减少涉药工序人员90%以
上， 节约涉药工序用地80%以上，仅
需11人即可完成原本300人的工作
量，一条生产线产能比传统作业扩大
了五六倍，抵得上以前几个工厂。”车
间主任李仕民高兴地说。

时代工匠，逐梦明天
“目前，我们的研发方向主攻亮

珠、焙房等配套装备技术研发，真正
实现全自动组合烟花生产线上线外
全程安全无忧。” 中洲烟花集团董事
长李昌初表示，将致力全面提高行业
装备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认真走好

“一厂一品” 专业化生产之路和机械
化、自动化生产之路，加快企业实现
由“烟花制造”向“装备制造”转型。

中洲烟花自动化生产线研发总
工程师雷鸣，曾是上海航天设备制造
总厂机械工程师，2005年受聘过来，
组建了80人的研发团队。 他感慨地
说，从2009年开始搞组合烟花全自动
化生产线一代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
河。通过不断优化其稳定性、防爆性、
防护性，先后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3
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将第三代组合
烟花全自动化生产线投入使用，取得
了颠覆花炮手工生产的革命性进步。

“既然烟花爆竹生产可以走上自

动化生产之路，而其自动化生产机械
的应用范围也可扩大到民用爆炸物
品的生产领域，这将拥有更加广阔的
市场前景。”雷鸣说。

前瞻资本市场及互联网+、 大数
据、工业4.0等发展大势，中洲烟花首
期规划建设20条组合烟花全自动化
生产线，并向全行业推广应用。

不负期盼，砥砺奋飞
据了解，醴陵市全力推进烟花爆

竹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力争近年内建
成中国烟花爆竹自动化生产示范区。
2017年，该市将中洲烟花金利来公司
所在地规划为李畋镇凤形山烟花自
动化生产示范片， 规划用地2500亩，
以中洲烟花为核心，先期建设10条组
合烟花全自动化生产线，争取率先打
造一个高水平的中国组合烟花全自
动化生产示范区。

醴陵中国烟花爆竹自动化生产
示范区总体布局为“一带三片多点”，
即沿着纵贯醴陵南北的106国道，打
造花炮产业智能制造聚集带，以此为
主线，北承李畋镇凤形山烟花自动化
生产示范片、华埠爆竹自动化生产示
范片，南接船湾镇增加滩烟花自动化
生产示范片，并以点带面、多点融合，
全面完成全市烟花爆竹企业机械化、
自动化升级改造。

船湾镇增加滩烟花自动化生产
示范片分A、B两个工业小区，规划用
地2500亩，每个工业小区10条烟花自
动化生产线正在启动建设。

李畋镇华埠爆竹自动化生产示范
片，规划用地1200亩，建设10条爆竹自
动化生产线。设在此片区的湖南科富花
炮实业有限公司已在2017年建成了全
国首条爆竹自动化生产线，被列为国家

级试点，醴陵市烟花爆竹安全发展的最
后一块“短板”成功补齐。去年10月，全
国爆竹自动化生产线推广现场会在这
里举行，推广醴陵实施“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的“科技强安”战略。

“不负期盼，砥砺奋飞！”醴陵市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以机械化自
动化引领烟花爆竹产业向高端化发
展， 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凤凰涅
槃、获得重生。

凤凰涅槃迎朝阳

荨荨（上接1版①）
报关资料显示， 首批境外展品中

有化石和银锰矿、陨石、萤石等精品矿
物。矿博会期间，广大观众可前来郴州

国际会展中心一睹真容。据介绍，来自
境外的另一批展品也将陆续运抵郴
州。5月15日开始， 各参展商将取回封
存在仓库的展品，将其拆封放上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