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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羊 )记者今天从常德市工信局获悉，该市首批5G试
验网基站已开通，开始拥抱5G时代。

常德市首批5G试验网基站共有20个，常德移动10
个、电信和联通各5个。据常德电信5G试验网基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经终端测试，电信5G试验网基站所发射
信号下载速率峰值达1103Mbps， 并长时间稳定在
700Mbps左右。相比4G，速率提高5倍以上，10秒钟内
便能成功下载一部1GB的高清电影。

根据5G网络建设规划，到今年底，常德市将在中
心城区和重要旅游景点等区域建设30个左右5G基站，
到2020年底，全面启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盘贵生）站在海拔1400多
米的云冰山之巅遥望浩瀚银河，与星星来
一场浪漫约会。这个暑假，蓝山县云冰山
旅游景区举办的首届星空避暑节，吸引粤
港澳游客纷至沓来，一张张星空美图刷爆
朋友圈。

2017年12月，蓝山县引进香港新井集
团投资11亿元开发云冰山旅游景区，目前
已形成云冰花海、 奇幻冰挂等特色景点，

成为该县新的旅游热点。该县将云冰山和
湘江源、 百叠岭等景区进行联合开发，打
造路相通、景相连、山水相依的大湘江源
景区。

近年来，蓝山县坚持生态优先，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充分挖掘丰富的文化和旅
游资源， 赋予旅游资源更多的文化内涵，
集中力量打造湘江源、百叠岭、云冰山、舜
水田园、花果大洞、和美毛俊等一批精品
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举行湘江探源、乡

村旅游节、云冰山踏雪、大洞梨花节、毛俊
荷花节等系列文旅活动。同时，该县紧盯
文化和旅游市场重点环节，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让更多游客喜欢蓝山，走进蓝山。

“前不久，村里的荷花节，一天来了上万
人，撩粮粑粑、毛俊猪脚等土特产被抢购一
空，长桌宴得提前预订。”毛俊村党支部书记
廖仁旺兴奋地说， 毛俊村挖掘百家姓文化，
打造百姓园景区， 去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
人次，让许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该县多个乡村旅游景区景点，深入挖
掘地域特色文化，大力发展生态村、民俗
村等各种形式的美丽乡村特色旅游，并借
助互联网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文旅融合”带来消费升温。今年上半
年，蓝山县各景区共接待游客119.96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6.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1%和12.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114元，同比增长10.4%。

湖南日报 8月 1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洪波）8月12日，烈日炎炎，在娄
底经开区华菱薄板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
一支党员“突击队”身先士卒，带领施工人
员抢抓进度。以党建为统领，该园区全面激
活“红色基因”，为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近年来， 娄底经开区把党建工作作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健全结构载体、
加强经费支持、创新分类管理等方式，建强建
好“两新”党组织。同时，充分发挥好党组织在
党员培养、政策引导、项目服务、矛盾调解等方

面的优势，以“大党建”带动大发展。目前，园区
共设置“两新”党组织37个，党员400人。

园区出台加强“两新”党组织建设的实施
办法，对“两新”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日常管
理、组织建设、工作要点进行精细化规范，解
决工作务虚、目标不明等问题；实施党员积分
制管理，量化细化党员工作，调动党员积极参
与环境优化、 项目建设、 企业服务等专项工
作；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将园区划
分为24个党建网格，形成园区、企业、社区和
驻点单位共同参加的区域党建体系， 集中协

商处理区域发展，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娄底经开区把“两新”党组织纳入园

区党建“一盘棋”，进行统一部署规划、统
一配置力量、统一检查指导、统一考核验
收；建立党建工作月预告、月督查、月考核
工作制度， 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成
绩，把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变为“有
效”覆盖。同时，投入300多万元，打造
高标准党群活动中心，为党建活动、群
团组织活动、企业家交流、企业职工学
习提供平台； 为新建党组织安排组建

经费，对已建党组织提供相应工作经费。
激活“红色基因”，推动园区经济快速发

展。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9.42%，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0%，重大产业
项目投资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4.5%。

娄底经开区把党建工作从“有形”升级为“有效”

“文旅融合”带来消费升温

武陵源区乡村民宿游闹热暑期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8月13日，位于张家界
市武陵源区协合乡龙尾巴村的璞舍民
宿， 来自长沙的李杰带着两个小孩在
泳池里戏水玩耍。他告诉记者，这里的
民宿清新别致，四周风景又美，他们已
经入住3天了。

同样，在梓山漫居、五号山号、水
木潇湘、水湧金江、大庸秘境等一大
批备受市场青睐的乡村民宿，暑期成
了休闲度假的“网红店”，平均入住率
超过95%。镜立方民宿的经营业主龙
武告诉记者，7月中旬以来镜立方的
入住率达到98%，而且九成是自助游
的境外客， 平均房价达到900元左
右，十分抢手。

除民宿本身的品牌吸引力外，武
陵源各民宿也极力在配套服务上留
住客人的心。在五号山谷，游客可以
面对山谷尽情发呆， 晚上则释放压
力，吃BBQ啤酒烧烤晚餐；在大庸秘
境和水木潇湘，乡土乡味的民间音乐
会，夕阳下的红酒会等让客人也有不
一样的体验。

火爆的暑期民宿旅游也给周边
的农村带来商机， 农户家种的瓜果、
玉米、蔬菜等农副产品，也成为游客
的抢手货。同时，各民宿还提供了大
量的工作岗位。

目前， 武陵源区已有特色客栈约
300余家， 床位8000多个。2018年，武
陵源客栈民宿业接待中外游客230万
人次， 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12.9亿元，
一大批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走上了致富路。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李卓林 汪磊 记者
颜石敦 ）8月14日，桂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以前办理便利店审批手续，需跑卫健局、城管局、
住建局等部门，现在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一次办”综
合窗口即可办理。

今年4月，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市民办事
创业，桂阳县召开“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调度会，交办工
作任务清单，明确完成时间节点。8月1日，该县在网上
公布102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表。

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
口出件”要求，桂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分别在市场监
督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房公积金中心等窗
口，设立“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通过改革 ，简
化了办理环节， 减少了材料提交， 压缩了时间成
本，深受市民称赞。

桂阳“一件事一次办”
让群众少跑腿

为营造安全有序出行环境上演新“变形计”

长沙执法队员与共享单车运维小哥“角色互换”

石门获赠扶贫助学善款
3000万元

湖南日报 8月 16日讯 (通讯员
王章建 记者 肖洋桂 ) 今日， 石门
县举行2019年扶贫助学捐赠活动， 现
场共获得捐款3000万元。

活动现场， 石门县各单位、 企
业、 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踊跃参与扶贫助学捐资活动， 其中太
平洋集团捐款202万元， 石门县名誉
村主任团队捐款180万元。

据悉， 善款由石门县教育基金会
管理。 该基金会自2014年成立以来，
积极探索扶贫助学捐款模式， 将所得
款项用于扶贫助学， 现已对全县建档
立卡、 低保、 残疾人家庭贫困学生及
在校孤儿实行助学全覆盖， 仅2019年
就资助贫困学生25批次， 资助金额达
919万元。

“绝不让一个家庭贫困学生因贫
失学!” 石门县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严
格资金管理， 确保每一分钱都用于扶
贫助学。

8月16日，长沙市天心区西文庙坪巷，市民从“道冠古今”牌坊边经过。当天，由天心区西文庙坪片区有机更新项目指挥部、华
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拾老城烟火·忆西文庙坪”老长沙文化征集活动启动，即日起至11月15日，广大网友可通过华声在
线新闻网站、新湖南客户端的有奖征集通道，参与旧物、旧文和短视频的征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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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缤）今
天，历时8个月建设，总投资4.5亿元的广州酒店集团利
口福湘潭食品基地项目1期在湘潭县天易经开区投产。
据了解，该基地主要生产中秋月饼、莲蓉馅料、速冻点
心三大系列产品，预计2021年全部建成投产。

据了解， 该项目是广州酒家集团在广东省外首个
募投项目，于去年3月29日落户湘潭天易示范区。项目
占地面积285.5亩，分两期进行建设，全部建成达效后，
预计年产值30亿元。

广式月饼香飘莲城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
陈亮) 今日上午， 衡山县飞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内， 一台可移动立体车库式的养蚕机正在模拟
运行。 电机带动链轮让所有的蚕匾按照顺序移动，
工作人员只需站在机器一侧， 就可以对所有蚕匾内
的桑蚕进行喂叶。

“我们研发的这台全程多功能养蚕机， 用机械传
动替代传统养蚕中人工搬动蚕匾的步骤， 除了节约时
间、 提高效率， 在空间利用上同样优势明显。” 公司
技术人员介绍， 这台机器能进行大小蚕套养， 实现自
动喂叶除沙、 移蚕扩座、 撒灰消毒、 上蔟采茧等操
作， 用机械代替了养蚕中最繁琐的环节。

据介绍， 这台养蚕机可节约75%的劳动力， 不仅
让养蚕变得越来越“省力”， 也让工厂化、 规模化养
蚕变成现实。 飞鹰公司负责人介绍， 两年前， 该公司
与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进行产学研合作， 开始研发
自动化养蚕系统。 现在这台全程多功能养蚕机已经成
功申请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填补了我省养蚕机械化的
空白， 并已在湘潭某丝绸公司投入使用。

全省首台多功能养蚕机
研发成功

可节约75%的劳动力

常德首批5G试验网基站
开通“红色基因”激活发展动能

蓝山县上半年游客数和旅游收入强劲增长

荨荨（上接1版）
“上半年，全县200余家电商企业（业

主）销售扶贫农产品金额达2.5亿元，带动
4500余户贫困户户均增收2000余元。”江
永县电商办负责人尹玲介绍，全县有70多
个单位食堂优先购买贫困户农产品，与粤
港澳、长沙等地建立消费扶贫供销合作关
系。2017年以来， 该县连续两年在省商务
厅电商扶贫考核中获评优秀。2018年，江
永县脱贫摘帽，并获得全国唯一的“互联
网+”社会扶贫突出贡献奖。

品牌引领路更宽
7月中旬， 江永县上江圩镇上江圩社

区，成片葱郁的香姜丰收在望。
上江圩香姜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欧

先忠，“嚓嚓”几锹挖下去，香姜破土而出。
欧先忠说， 今年香姜提前10来天上市，头
茬每公斤卖到24元。

然而欧先忠的“奔富”之路并非一帆通
顺。刚开始他曾因种植技术落后，吃了大亏。

“50多亩香姜，遭了‘姜瘟’，亏了近30万元。”
江永县有关部门知道后，帮他请来湖

南科技学院专家进行技术攻关，并联手商
家着力打造“江永香姜”品牌。

欧先忠掌握了土壤消毒、 大棚催芽、
大棚栽培等6项新技术， 还牵头成立合作
社。好品质带来好效益，实验地亩产达到
3000公斤。今年合作社2000亩香姜基地，
销售有望突破1000万元，126户社员户均
利润可达1.8万元。

如今，“江永香姜”成为江永农业支柱
产业，全县香姜种植面积达1.6万亩。

过硬品质成就品牌之路。目前，江永县
在贫困村建成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23个，
其中万亩香芋产业基地4个， 千亩香姜产业
基地4个。 建成20个省级农产品出口示范基
地，完成“三品一标”产品认证20个，马德里
注册商标2个，省著名商标9个，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数居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江永
县特色果蔬均价比上年提升25%。

从卖产品，到卖品牌，江永农产品实现
优雅转身，主动消费也成为消费扶贫主流。

文旅融合更添彩
6月中旬， 为期两天的江永勾蓝瑶寨

旅游主打产品“洗泥宴”，吸引游客3万多
人，农特产品供不应求。

晚上一个半小时民俗节目，45岁的欧
阳美妃表演一丝不苟， 获得满堂喝彩。自

嘲为“群演”的她，还是两个客栈的老板
娘，种有夏橙约30亩。

“今年‘五一’前后，我的客栈爆满，带
动夏橙热卖。”欧阳美妃说，今年仅夏橙就
卖了10来万元。

“群众白天下地搞种植， 晚上登台当演
员,实现‘双增收’。”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村支
书宋裕说，村里成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村民
以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变“股民”，每年可享
受分红。 村里自建的智慧旅游网站“勾蓝瑶
寨”，全方位推介风土人情，网上订单爆满。

2018年， 该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
次，旅游综合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贫困
群众年均收入比2014年增加4500余元。

江永县紧抓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县”契机，打出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体
育等深度融合系列“组合拳”，培育一批特
色旅游小镇、乡村旅游示范村、星级乡村
旅游点，打造出“香约江永”“瑶家古风”等
特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连续3年策划举办江永香柚品牌长沙
发布会、湖南江永美食大赛、中国江永香
柚节等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参加“我是县
长我代言电商扶贫”直播栏目、中国国际
食餐博览会等。系列活动提高了江永特产
的美誉度。今年上半年，仅电商渠道，江永
县香柚、香芋、夏橙沃柑、香芋南瓜、江永
香粽销售额就超过7000万元。

瑶货出山蹚新路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193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6
776
8295

2
20
254

180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031
93372

452
300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6日 第2019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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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492203 元
07 1908 10 11 17 24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6日

第 2019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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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1040 374400

组选三 523 346 180958
组选六 0 173 0

4 48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张振） 执法队员和共享单车运维小
哥互换角色， 这样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昨
天上午，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与共
享单车运维小哥互换角色， 体验对方的工
作， 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炎炎烈日， 当日上午10时许， 长沙
县东六路。 这里车流、 人流较大， 沿线
停放点停了不少共享单车。 长沙县行政

执法局直属分局副局长张浩开始巡逻。
在一处共享单车停放区域， 张浩发现一
辆自行车倒在人行道中间， 影响行人的
安全。 他立即上前， 扶起自行车， 并将
其推到停车点， 对齐龙头和座椅， 这才
放心离去。

接连整理10余辆单车后， 张浩已满
头大汗， 衣服湿透。 “运维人员很辛
苦，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沟通合

作， 让市民出行更便利！” 完成体验后，
张浩呼吁。

活动另一现场， 出行运维小哥曾文
彬， 换上城市管理志愿者马甲， 在了解
城市管理岗位职责及注意事项后上街巡
查。 在东六路， 曾文彬发现一些商户占
道经营、 乱贴广告宣传单的行为， 便进
入商铺与商户一遍遍沟通。

“城市管理工作不容易 ， 作为企
业， 应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要求， 维护城
市文明形象。” 一路巡查下来， 曾文彬
已汗流浃背， 口舌干燥。 他说， 这次体
验， 让他站在执法队员的角度看城市管
理， 真切地体会到执法人员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