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唐璐 易彬）
随着企业“走出去” 的步伐不断加
快， 遇到的经贸摩擦和纠纷日渐增
多， 对商事法律服务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昨天上午，国内唯一涉外商事
法律服务平台“律回网”总部落户长
沙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律回网”
总部正式落户长沙。

根据合作备忘录， 湘江新区、岳
麓区政府将根据“律回网”总部办公
场地需求，在一定培育期内，给予相
应支持，将秉承“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增
进双方交流互鉴， 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为企业在“走出去”与“引进来”
的过程中提供国际商事法律服务支
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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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周斌强）“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
区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今年市里启
动‘菜篮子’‘4个200万’工程建设， 即生
猪200万头、 蔬菜200万吨、 水果200万
吨、 优质水产品200万斤的生产任务。”7
月下旬， 郴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介
绍，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对绿色有机蔬菜
的需求，近3年内，该市将建设省级优质
农副产品供应示范基地8个，优质蔬菜供
应基地20个， 创建国家和省级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3个。

作为广东的“后花园”，郴州一直与
珠三角各市交流来往密切。 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战略推行后， 郴州市政协积极参
政议政，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全力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粤港澳大湾区休闲旅游目的地等5个调
研报告。特别是在农副产品供应方面，调
研报告建议大力发展临武香芋、 永兴冰
糖橙、宜章脐橙、东江湖蜜橘、桂东玲珑
茶等“一县一品”“一县几品”特色产业基
地。目前，全市仅省级以上有机绿色示范
基地面积有近70万亩。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农副产品市场
需求，该市先后建设临武香芋特色种植产
业示范园、资兴鲟龙鱼养殖产业示范园等
33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及北湖区
蔬菜综合产业园、桂东县茶叶综合产业园
等10个省级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 同时，
该市还建成了资兴、桂阳、永兴等7个农
产品加工园区，实现对粤港澳大湾区优
质农副产品“产业链式”供应。

粤港澳大湾区是高端人才的聚集
区，对食品质量要求较高，郴州通过成
功创建农业类中国驰名商标8个、中国

名牌产品2个、 湖南省著名商标45个、湖
南省名牌产品19个，打出了“福城食材”
品牌。 据了解，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等市
场，今年上半年，该市实现农副产品销售
收入506亿元；其中近七成销往粤港澳大
湾区，同比增长17.3%。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我有一团梦,藏在柔软的白
云中, 汗珠从天空滴落, 云里掉落一道彩
虹。”这变身彩虹的梦，属于13岁的廖沛菡。
7月24日，她来到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在飞
翔中遨游中国，在表演中触摸历史，度过了
快乐的一天。随后，她在暑假日记里写下小
诗，记录这一天的旅程。

“方特真像是一个梦工厂，给她造了
一个梦，给我也造了一个。”当晚，廖沛菡
的妈妈宋霞将小诗发在朋友圈， 还特意

配上图片和短评， 引来众多亲朋好友的
点赞。

长沙方特是如何造梦的？ 在这里，
《女娲补天》通过多屏联动技术营造逼真
视觉体验，让游客乘坐动感小车，追随女
娲开启击退巨怪、采石补天的奇幻之旅；
《九州神韵》运用840平方米巨型银幕，带
领游客畅游华夏5000年历史长河；《辛
追》 以AR幻影成像技术结合专业表演，
梦幻演绎马王堆一号墓主辛追夫人的传
奇一生……

事实上，以旅游景点为原材料，佐以
底蕴深厚的文化调味，烹就文旅盛宴，是
千年古邑宁乡的拿手好戏。 翻开宁乡旅
游地图，一道道“美味”依次呈上———

在花明楼，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流
连少奇铜像广场、少奇纪念馆、少奇故居
等红色景点，体会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

在灰汤，“气腾如灰雾， 泉沸如汤
滚”。三五好友信步山林间，谈古论今，呼
吸清新空气，沐浴温泉，调养身心。

在炭河古城，3000年前的西周社会、

文化、生产、生活场景恍若再现，处处编
钟古乐、诗礼周风，徜徉其间仿佛3000年
前的时光再次复活。

如今，长沙方特的加入，更是意味着宁
乡四大旅游片区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到位。

“长沙方特是旅游行业的航空母舰，
对于宁乡全域旅游发展有着重大引领作
用。” 宁乡市文旅广体局负责人表示，将
以长沙方特为龙头， 打造宁乡全域旅游
枢纽站，把相关景点有机融合，实现景点
互推，让游客来宁乡有更多选择。

四大旅游片区有机融合，游客有更多选择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冯根良
汪令维）湘阴县着力营造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
发展、省心办事的一流环境。记者今天获悉，今年1至6月，该
县共引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9个，规模工业总产值、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49.38%、8.9%，新增市场主体2518户。

湘阴是岳阳对接长沙的“桥头堡”。近两年来，该县坚持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出台46条新
措施，包含签约落户、注册立项、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全
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为项目建设松绑减负、保驾护航。制定
优化营商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对8类66项违规违纪行为实行
有报必查、有查必果、有错必究。

湘阴县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投入1800多万元完
善政务服务平台， 集中入驻窗口单位27家， 设置服务窗口144
个，“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上线运行，118项审批服务
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年内可实现90%事项网上办。通过加快办
理流程再造、事项分类再明、过程管理再简，“多次跑”事项从
1229项压缩到109项。同时,湘阴县建成高新区科技孵化中心，
引进同济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湘阴分中心等7家专业科技服务机
构，先后为园区企业开展项目申报、专利申请等服务1000多次。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隆文辉
范海军）只需携带一张卡，不仅可以乘坐各路公交，以后还
将实现路况查询。7月31日，宁乡城区432台公交车的“潇湘
卡”机具全部安装完毕，此后宁乡市民可以刷“潇湘卡”乘坐
公交车了。

据悉，该卡由交通运输部统一标准发行的交通卡，卡片
上印刷有“交通联合”标志，可在公交车、地铁、磁悬浮交通
上实现通联通刷。目前，宁乡有7家公交公司的35条线路，共
432台公交车安装了该卡机具，其中213台城区公交车还具
备微信、支付宝、和包等支付方式。

今年，宁乡市交通运输局的智慧交通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待智慧交通项目建成后， 市民可通过公交电子站牌或手机
APP，查询到需乘坐公交车的趟数与位置；通过交通出行信息
公示，可获知道路畅通情况、车辆开行信息；通过道路重要路
段监控，可实时发现崩塌等危险情况，上报公路养护部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潘芳 伍致健

7月30日，地处双牌、宁远县交界的
永州白云山国有林场林海苍翠，鸟儿欢
唱。从1994年至今，白云山国有林场未
发生失火事故和盗伐事件，带领大家实
现这一目标的是今年59岁的退伍老兵
陈正如。

1979年3月， 陈正如从宁远县冷水镇
应征入伍，曾荣立一次三等功，1982年退伍
回乡务农。1986年，陈正如通过选拔成为一
名林业职工。因为表现突出，1994年，陈正
如任白云山国有林场副场长，2013年担任
场长。

白云山国有林场建于1956年， 林地
面积4万亩，散布于宁远、双牌县18个行
政村，情况复杂。

为此， 陈正如经常带领林场员工深
入村组，不辞辛苦地宣传林业法律法规，
引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 共同守护青山

绿水。
然而，毁林事件仍时有发生，陈正如

每次毫不犹豫挺身制止。
2010年9月， 宁远县漯婆田自然村

修村道强占林场3.5亩林地。 陈正如得
知消息，迅速赶到施工现场，挡在施工
机械面前，大声喊道：你们这是犯法，赶
紧停下来。

没想到，对方村组干部不以为然地认
为,为村集体干事没什么大不了。陈正如苦
口婆心做工作， 终于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填埋已经开挖的道路， 恢复了植
被。 此后， 陈正如积极联系有关单位和村
组， 帮助漯婆田自然村另修了一条更便利
的出山道路。

林场职工告诉记者， 陈正如常年
带着锄头、 砍刀、 手电筒、 猎犬“四
宝 ”，与大家在人迹罕至的林间 ,踩出
一条条护林路。

一天22时， 陈正如巡山返回途中发
现不远处隐约有电筒光闪烁。 陈正如立

即去察看， 只见3名男子准备盗伐树木，
陈正如大吼一声：“住手！”3人顿时慌了
神，当他们发现陈正如一个人，不由分说
动起手来。

陈正如上过战场，他沉着应战，但
对方年轻体壮， 陈正如多处受伤 。这
时，跟着陈正如的猎犬扑向对方，发疯
似地咬住其中一人，在猎犬的帮助下，
3人落荒而逃。从此，“白云山林场有个
不要命的护林员和凶狗” 的消息不胫
而走。

陈正如深知， 帮助附近村民脱贫致
富，才能实现“双赢”。2010年以来，陈正
如通过考察，带领林场附近的西江源村、
杨柳田瑶族村发展名贵苗木产业。2018
年，两村整村脱贫，村集体收入从零增加
到去年的12万多元。

早在2000年， 陈正如的老战友开出
8000元的月薪聘请他，被他婉拒。他说，
我是一名老兵， 随时听从党的召唤，现
在，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张宋姣）昨天
下午， 湖南省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暨浏阳大围山第十届水
果文化旅游节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浏阳大围山镇向广大市
民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大围山采摘品尝生态水果。

大围山现已进入水果成熟季，大圆黄梨、黄桃、柰李等
当季水果大批上市，备受市民喜爱。大围山镇负责人介绍，
今年大围山水果迎来大丰收，预计产量将达700万斤，产值
上亿元。目前，大围山水果主要以电商平台销售为主，消费
者足不出户也能尝遍大围山镇鲜美水果，市民关注“大围山
水果”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

据悉，大围山镇共有1200多户果农，水果合作社50余
家，带动200多户贫困户参与水果种植。为了让消费者买到
正宗大围山水果， 该镇对外发布大围山梨国家地理标志示
范样板LOGO标识和包装， 推介大围山生态水果和电子采
摘地图，让游客拥有更好更多的采摘体验。

水果进入成熟季
大围山欢迎市民来品尝

湘阴“四心”环境
凸显“洼地效应”

宁乡市民可刷卡乘公交

守护大山不言悔张家界查处涉旅
违法违规案件59起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宁奎）7
月31日，张家界市公布“铁腕治旅”成
效，7月份各部门查处涉旅违法违规案
件59起， 公安机关抓获追客赶客违法
行为人员22人。

当前， 张家界旅游已进入旺季，
为给广大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文明、
诚信、秩序、舒心的暑期旅游环境，
该市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铁腕治
旅”2019年夏季行动，严厉打击追客
赶客及演艺、购物、运输市场存在的
旅游乱象。

同时，张家界市发布了《关于严
厉打击追客赶客行为的通告》， 提出
了“三个一律”：对游客实行追赶纠缠
行为的人员一律从重从快处理、对为
追客赶客提供交通运载服务的人员
一律依法依规处理、对接受追客赶客
人员输送游客的旅行社（含门市部）
一律停业整顿。

为企业“出海”护航
国内唯一涉外商事

法律服务平台落户长沙

农副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郴州

� � � � 7月31日，桂东县大塘镇中和集中安置点，一栋栋白墙青瓦的崭新房屋整洁美观。该安置点共安置
来自灾害频发山区的贫困群众154户。近年来，该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工作，全县先
后有4711户共计16423名贫困群众易地安置。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郭兰胜 摄影报道

易地安置
惠民生

宁乡“文旅相融”打造“造梦工厂”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日

第 2019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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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 1340 326826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6584 223 1468232

8 9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日 第2019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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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166693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0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961515
5 1650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01
61937

1127679
1221918

45
2595
43680
469965

3000
200
10
5

1114 04 16 2220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