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胡喜林 杨泽）“走进教育室，四面是军绿色的
墙，展柜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军用物品，连窗帘
都是迷彩绿的，一股浓浓的‘军味’扑面而来，
很带劲！”9月17日，家住株洲市荷塘区金山街
道的王婷参观街道国防教育室后，兴奋地说。

2017年6月，荷塘区人武部创新推进基层
国防教育工作， 启动基层国防教育室正规化
建设。 两年来，荷塘区累计收集2000余件军
人物品及大量照片、资料等，以图文、影像、实
物展出方式打造国防教育室， 让全区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体验军旅文化，实现区内乡镇
（街道）国防教育室全覆盖。 目前，荷塘区“家
门口”的国防教育室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万人
次。

荷塘区人武部还利用国防教育室， 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组
织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作战
的老兵成立红色故事宣讲团， 宣讲革命军人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已宣讲200余场
次，听众近10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龚再蓉 廖子珩)“乘
坐方便舒适，还能节省开支。”今天一
早， 坐在宁乡高新区免费通勤绿色
巴士上， 湖南航天天麓新材料检测
有限责任公司的邓女士称赞不已。
据她介绍，该公司90%的员工都乘坐
免费通勤巴士上下班。 目前，宁乡高
新区已开通7条免费通勤巴士线路，

日发车90趟，接送员工5000多人次，
实现了“园区得民心、员工得便利、企
业降成本、环保减压力”。

为解决交通难题，宁乡高新区
管委会注资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成立了湖南云起绿色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购置环保绿色纯电动大巴
进行运营。 园区头3年将投入奖励
补助资金2100万元， 助力公司免

费接送员工。 目前，公司已有32台
纯电动大巴，10月将增加至50台。

7月28日， 宁乡高新区到长沙
城区免费通勤巴士南、北线开通；8
月18日，该园区到长沙城区免费通
勤巴士中线开通；8月28日，该园区
内循环免费通勤巴士A、B线开通；
9月9日，园区到宁乡城区免费通勤
巴士开通。 同时，还开通了商务快
线，为园区贡献突出的企业高管免
费提供往返黄花机场、长沙火车站
等处交通服务。至9月15日，通勤巴
士累计载客12万多人次。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英 何坤鸿）9月
19日，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南主
题活动郴州汝城分会场活动，在“半
条被子” 故事发生地———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沙洲村民俗广场举行。 当
地乡亲们载歌载舞， 展现他们丰收
的喜悦，欢庆今天红红火火的生活。

这次活动以“红色土地、红火
生活”为主题，由郴州市政府主办，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汝城县政府等
承办。 活动内容丰富，包括郴州11
个县（市、区）特色民俗文艺演出、
特色农产品展示等。展示区摆满了
各种农产品， 有嘉禾亮嘢豆腐、桂
东花豆、临武香梨、永兴四黄鸡等，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购买。
近年来，郴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先后建设
了汝城县泉水镇辣椒小镇、临武香芋
基地等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培
育了郴州禾花鱼、永兴冰糖橙、宜章
脐橙等1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打造
了汝城白毛茶、 东江鱼等7个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和舜华临武鸭、玲珑茶等
一批农业知名品牌。 去年，全市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超过350亿元， 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018元。

荷塘区国防教育
办到群众“家门口”

宁乡高新区开通免费通勤巴士
日接送园区人员5000多人次

红色土地 红火生活
郴州在沙洲村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

�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肖军
雷鸿涛） 徜徉在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
华南村，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这里有山有
水有鸟鸣， 目之所及， 侗寨坝院整洁干
净，文化广场设施齐全。 眼前场景，让吴
灵波心旷神怡。

吴灵波原籍华南村，是长沙市稻田中
学退休教师。 9月18日回家乡，咨询户口迁
移事宜。她对村干部说：“村里变化大，环境
优美，交通便利，乡亲朴素，我想把户口迁
回村里，安享晚年，还可发挥余热。 ”

“没想到我们农村户口现在成了‘香
饽饽’，很多以前迁出去的村民又迁回来
了。 ”村党总支书记吴兆权乐呵呵地说，
这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 华南村昔日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去年
实现脱贫出列，并跻身“湖南省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行列。 鱼市镇派出所提供的
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今年8月底，华南
村回迁23户54人，其中年龄最大的57岁，
分别从上海、广东、贵州及本省长沙、怀
化城区、新晃县城等地迁回。 这些回迁户

大都回村创业，发展电商及种养业等。
兴村先兴人。 在华南村电商村级服

务站，28岁的吴铭正忙着给土特产进行
真空包装。吴铭是退伍军人，2017年退伍
后，选择在城里自主创业。 创业期间，他
常回华南村老家。“驻村扶贫工作队扶
智又扶志，村里变化日新月异，道路硬
化变宽了，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路上见
不到白色垃圾， 家家户户忙着发展产
业，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了，也更有精
气神了。 ”吴铭掰着手指兴奋地说。 去

年，吴铭将户口迁回华南村，做起电商，
并牵头成立华南村真诚种养专业合作
社，目前产销两旺。

“过去因为路远村穷，村里姑娘多选
择外嫁。 如今村里经济发展了，不少外嫁
女选择回村发展。 ”吴兆权说，村民姚丽
君前些年嫁到外地，如今迁回村里。“看
到村里变富变美了，我决定回家创业，与
丈夫一起养了2000多只鸡。白天干活，晚
上跳舞，日子越过越有味。 ”姚丽君一脸
灿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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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金慧 蒋伊琳）今天，第五届中国果
业品牌大会（简称第五届“中国果品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
开，宣布这届果品会以“品牌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将于11
月22日至24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介绍，这届果品会布展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设品牌企
业展区和干果展区，将集中展示全国各地绿色、特色、优质、品牌
产品，以及脱水水果、冷冻水果、坚果及水果制品，涉及果蔬产
品、果类生产资料、水果种植技术等8大类别，旨在搭建品牌化、
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建设平台与产销对接平台、产业交流平台，
发挥果业扶贫作用，促进果品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值得一提的是，届时，第三届中国（长沙）果品产业博览
会、第三届全国果业扶贫大会暨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会，也
将同时举行，展会将设湖南省贫困县展区，集中展示湖南省
贫困县特色优质果品， 并以逆向采购精准对接展商与采购
商， 为湖南省贫困县优质果品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购销成
本，助力脱贫攻坚。

第五届中国果品会将于
11月下旬在长举办

� � �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下午，长沙市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将
于9月26日启用。 届时，长沙将在全国率先进行基于车路协
同的自动驾驶乘用车批量载人测试。

据介绍，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由湖南湘江新
区135公里城市开放道路和100公里智慧高速项目组成。其
中，100公里智慧高速位于长沙绕城高速西南、 西北段，是
国内首条5G+V2X（车对外界信息交换)智慧高速公路，设
置测试、应用场景100多个，将弥补国内高速环境下缺乏测
评、示范环境的空缺；135公里开放道路项目涵盖长沙梅溪
湖、洋湖等片区大部分道路，全线支持L3级及以上自动驾
驶车辆测试与示范，设置智能网联汽车车路协同自动驾驶
等应用类场景90余个， 在全国同类型开放测试道路中，其
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场景最丰富、道路类型最全面。

近年来，长沙市、湖南湘江新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及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目
前已为38家企业、86款车型提供测试服务1800余场， 累积
测试里程达6万公里；为中车、长沙智能研究院、福田戴姆
勒、赢彻科技、百度等测试合作单位，发放路测牌照53个。

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开放道路智能驾
驶长沙示范区启用为契机， 不断丰富和完善应用场景，努
力打造“智能驾驶第一城”。

长沙开放道路
智能驾驶示范区将启用“凤凰”往回飞

华南村两年多回迁23户54人

精准监督
“教育扶贫”

9月19日，嘉禾县
珠泉镇莲荷学校，纪检
监察干部了解困难学
生资助金发放情况。新
学期开学后，该县纪委
监委加大教育扶贫政
策落实监督检查，组织
人员深入乡镇、 学校，
通过走访、查阅相关台
账资料等方式，全面了
解困难学生资助金申
报、发放情况，确保各
项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黄春涛 肖加林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 月 19 日

第 2019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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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1040 41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62 173 408626

2 3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19日 第2019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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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55310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8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132577
2 23961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44
64692

1241154
10962168

75
2494
45764
428846

3000
200
10
5

0818 26 27 2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