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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陈娟 胡海兵 ）“我们育菇房里的
湿度、温度以及光照都是智能调控的，只
要把菌棒埋在土中，6至7个小时就会长
出我们食用的黑皮鸡枞菌。”近日，在湘
潭市雨湖区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绿新蔬
菜合作社黑皮鸡枞菌生产基地， 基地负
责人石毅告诉记者，运用新的科技手段，
合作社生产的黑皮鸡枞菌产量高、 品质
好，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今年
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万元。

据了解， 为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雨湖区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近
2年来投入农业科研费超1亿元，搭建了
国家农作物区域试验站、中国农科院湘
潭产地环境质量科学观测实验站等4个
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引进
了绿丰保鲜蔬菜配送公司、溢绿园农业
科技公司、巨丰棚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65家，带动就业近3000人。目前，该区
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已成为湘潭市最
大的“菜篮子工程”基地，被评为全国创
新创业园区（基地）。

雨湖区还联合湘大、 湖南科大、湘

潭市农科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引
进新农作物品种61个、 农业新技术21
项，承担国家、省、市科技项目30多项，
申请专利10余个， 制定了九华红菜薹、
湘潭矮脚白2项地方标准。 该区还连续
承担多个超级稻产业化和高产攻关项
目，累计示范面积达48万多亩。设在
该区的湘潭市原种场与省农科院、湖
南农大等单位合作建立产学研实验
基地，已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杂
交水稻品种5个，并建立了蔬菜地方
优良品种基因库，研发出水培漂浮育

苗技术等。
同时，雨湖区建立“高校+企业集团

+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农
民新增就业岗位2500余个， 带动农户5
万余户， 实现科技兴农、 科技富农。去
年，该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1万元。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华栋 唐建衡） 田野青葱，碧
水环绕，鲜花怒放……7月8日，东安县
大庙口镇南溪村南溪花海景点游人如
织。村民们告诉记者，通过建设美丽乡
村， 南溪村已成为微旅游热门景点，全
村发展农家乐、 旅游商品店等30多家，
30%的村民投身旅游业。3年来，村集体
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均在10%
以上。

近年来，以自驾游、家庭游为主，随

时可以出发的微旅游逐渐成为时尚。东
安县抓住有利时机， 大力发展说走就
走、快去快回、自助自理的微旅游，着力
打造全国知名微旅游目的地。 目前，微
旅游辐射带动全县近10万群众在家门
口吃上“旅游饭”，成功助推20个贫困村
脱贫出列。

东安县委主要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他们从提升乡村颜值入手，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微旅游景点整合规划，大力发展
微旅游，实现兴村富民。坚持景点建设

不片面追求“高大上”，不搞大拆大建，
而是在规划指导下， 做到因地制宜，高
中低档兼顾。

开展“点亮农村”行动，实施空心房
整治、庭院改造、路网建设，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和污水治理……东安县
先后规划建设了3大旅游片区，即以紫水
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的县城生态休闲特
色农庄片区， 以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为
龙头的舜皇山大庙口湖湘风情文化旅
游、休闲度假胜地片区，以树德景区为龙

头的芦洪市历史文化美食休闲片区。
东安县还出台发展微旅游“十二条”

优惠政策，对发展微旅游给予现金补贴、
配套支持、创建奖励并提供代办服务等，
盘活绿水青山， 不断实施农业基地景区
化改造，将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
光、科普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产业，突出
“一村一景”“一街一景”。目前，已建成芦
洪市、 鹿马桥两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和塘
家工区、上界头、赵家井、简家岭等100余
处美丽乡村和微旅游景点。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王昆 王觉夫）“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雨
水多，大家要抓紧时间，把熟了的烟叶采收
完，烤房要加固防水。”7月7日上午，隆回县
滩头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刘云祥在村里烤
烟基地忙碌着。而在两年前受到处分时，一
段时间他显得消极。他的转变，来自县纪委
监委开展的“暖心行动”回访教育活动。

2017年5月，因扶贫工作推进不力等，
刘云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受处分后，
他思想压力比较大，情绪有些消沉。县纪委
监委及滩头镇党委相关人员对刘云祥及时
开展回访，引导其认识错误、打开心结、重
拾信心。 多次跟踪回访后， 刘云祥卸下包
袱，铆着劲为群众做事。今年5月，刘云祥被
评为滩头镇“首届十佳最美人物”。

据了解，为了让“掉队干部”跟上来，去

年来， 隆回县纪委监委对受处分人员开展
“暖心行动”回访教育活动。根据受处分人
员的错误性质和情节、党纪政务处分类型、
处分期间个人表现等情况， 制定具体回访
方案。 回访中， 不仅面对面与回访对象谈
心，还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谈话等，听取受
处分人员所在单位干部群众意见， 了解受
处分人员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回访结束后，
将回访对象处分处理执行情况、认错态度、
思想动态、 现实工作表现等情况进行总结
研判，提出改进建议，并向对象所在单位党
组织进行反馈。

“通过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点对点回
访教育帮扶，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目的。” 隆回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该县已对112名受处分人员进行
了回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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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正华）永州市
教育局日前发出通知， 全面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
进入课堂。

通知规定，从2019年下学期开始，全市中小学校将全面禁止学生
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
管。通知还要求，各县区（管理区）教育局、各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压实教育局长的领导责任、校长的第一责任、班
主任的直接责任，切实抓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和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永州市教育局将不定期对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等电子产
品进入课堂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在全市范围内通报，并作为
对县区教育局和直属学校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

永州禁止中小学生
带手机进课堂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罗晓林）“我的餐馆
提质改造后，环境整洁多了，生意也
越来越好。”昨天，宁乡市玉潭街道
姜记餐馆老板刘女士从该市食安办
主任、市场监管局局长姜小鹏手中，
接过了“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改
造验收达标门店”的牌匾。据悉，姜
记餐馆是宁乡市第304家完成提质
改造的小餐饮店。

去年来， 宁乡市以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 以校
园周边、城乡主次干道、小区、景
区等为重点区域，以粉（面）、中式
快餐为重点对象， 分期分批实施
小餐饮“透明厨房” 提质改造工
程。

提质改造主要从4个方面进
行， 包括使用透明玻璃或矮墙对
后厨和餐厅之间的隔断进行改造
或重建， 公开后厨食品加工制作
过程； 对小餐馆环境及物品摆放
等进行规范；配齐油烟净化、原料
存放、 烹饪、 食品冷藏等设施设
备；配备足量餐具、荤素菜清洗水
池、消毒柜及保洁设施，对于不具
备条件或不能满足消毒需求的，
必须采购使用一次性餐具或集中
式消毒餐具。 提质改造经验收合
格的， 由财政给予每家8000元补
助。

据介绍， 宁乡市明确了小餐饮
“透明厨房”改造时间表、任务书、责
任人，让群众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宁乡304家小餐饮
完成提质改造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 近日，
《武陵源兵战地名故事》面向全国首发。据了解，该书为湖南省首部
兵战文化题材的书籍，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党史研究室、武陵源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共17万字，以兵战为主线、以地名为依托、以时间为顺序，
分为《话说武陵源》《水绕四门：“战神”看好的宝地》《索溪峪：旌旗猎
猎》《锣鼓塔：沙场秋寒》《天子山：生死决战》《杨家界：天然后方》六部
分，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图文并茂，融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
化、地域文化于一体，极具史实性、趣味性、可读性、审美性、情感性。

“古老的传说，文化的遗存，历史的窗口，世界自然遗产地一道
亮丽的人文风景线。”新书发布仪式上，国家二级作家、张家界市作
协原主席罗长江认为，该书的问世对挖掘、抢救武陵源历史文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将进一步提升武陵源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再添新作
《武陵源兵战地名故事》首发

隆回“暖心”回访
让“掉队”干部跟上来

雨湖区科技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2年投入农业科研费超1亿元，搭建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4个

东安打造全国知名微旅游目的地
近10万人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田明时）记者昨
日从汉寿县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县共引进产业项目26个，合同
引资75.9亿元。其中500强企业项目3个，投资在5亿元以上项目5
个。这些项目中，有20个已开工建设，9个可实现当年签约、当年
投产、当年产生税收。

今年来，汉寿县持续发力推进产业建设，组织7个专业招商小组
外出招商。建立了“重点招商项目库”，瞄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
区，重点对接世界、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同时，打好亲情牌，吸引“老
乡”回乡投资创业。为更好服务企业（项目），该县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
效率，落实好减税降费等政策。目前，该县还有17个项目在洽谈中。

汉寿半年引进产业项目26个
合同引资75.9亿元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芙
蓉区委组织部获悉， 该区今年将完成7个党员教育基地建设，加
上去年打造的10个党建基地，遍布全区各街道。

芙蓉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该区打造了包括开
慧广场、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湘湖红色历史文化墙、修业
小学等在内的10大红色党建基地，今年又新增了德政园社区党
员教育基地等7个红色党建基地，全力抓好党性教育基地建设。

据悉，芙蓉区今年还将把党员教育基地串点成线，推出红色
教育线路，在各个党员教育基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激活党员在学与做上增强动力。

芙蓉区今年将完成
7个党员教育基地建设

平安暑运
7月8日上午，长沙火车南

站，旅客有序通过安检进入候
车大厅。 据铁路部门预计，暑
运期间学生流、探亲流和商务
流叠加，长沙火车南站到发旅
客日均约23.5万人次， 同比增
长6.9％。站区每天安排20名志
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行
李搬运等服务，为暑运保障护
航。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龚晟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9日

第 2019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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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8 1040 7194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815 173 659995

7 9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9日 第2019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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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8470018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5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63816
22 1398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34
72099

1197361
8128996

71
2758
44789
284542

3000
200
10
5

1603 09 19 3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