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9月18日， 永州市
冷水滩区珊瑚公园绿
水环绕， 生态宜人。该
公园前身为白竹亭水
库，曾因城市生活污水
排放、 养猪场排污等，
一度成为了“臭水塘”。
近年来，冷水滩区将公
园作为重点环境治理
项目，进行清淤、截污、
复绿、修建步道等综合
整治，“臭水塘”变成了
生态公园。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王操

摄影报道

“臭水塘”
变身生态公园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谢彦

平整洁净的公路，金黄叠浪的稻田，连
绵秀美的青山……近日， 走进娄底市娄星
区蛇形山镇，已难寻煤炭开采的踪迹。这座
面积120余平方公里的小镇， 曾因煤炭而
富。2012年以来，煤炭行业逐步退出，镇里
37家煤矿仅保留2家， 蛇形山镇开始探索
一条从“地下”到“地上”、由“黑色”变“绿
色”的产业转型之路。

在蛇形山镇姚桥村、新连村，有1030
亩经果林植于山坡上，有黄金贡柚、桃、沃
柑、油葵等。“平均每天有60多人在基地劳
动，繁忙季节增加到200多人，聘请的都是
周边的村民，其中不少是贫困村民。”基地
负责人肖建华介绍，要把产业做大做强，带
领大家一起致富。

曾靠办煤矿起家的肖建华，2016年退

出煤矿行业， 成立湖南源容开生态农业综
合发展有限公司，从事绿色农业。这片经果
林，被蛇形山镇做为产业转型典型在全镇推
广。今年，该公司已有100余亩果林丰收，收
入200多万元。再过两年，所种水果将全部
挂果，预计年收入可达1500余万元。

在蛇形山镇产业转型路上， 各村选择
不同。泉塘村搞特色珍禽养殖，曹来村搞特
色水产鱼类养殖，万富、景德等村发展经果
林等，“一村一品”渐趋完善，曾经的煤炭村
纷纷回归绿色产业。

想靠“绿色”致富，少不了加工业，这样
才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蛇形山镇采取“合
作社+企业+农户”模式，引导有条件的村子
因地制宜，打造种、养、加工一条龙产业链。

秋湖村流转300余亩土地种辣椒，成
立秋湖食品有限公司负责品牌推广和销
售，贫困户全程参与种植和辣酱生产。经一
年积累，其产销模式渐趋成熟，今年可产辣

酱20吨左右，收入可达200万元。
秋湖村党支部书记胡少敏介绍， 去年

村里2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今年辣酱丰收，
预计可为每户贫困家庭增收5000元以上，
确保不返贫。

围绕文正湖打造休闲旅游业，是蛇形山
镇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的另一
条道路。文正湖水面有600亩，周边有5个村，
共同构成蛇形山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片区。
其中，坝塘村发展水果种植、湖鱼养殖等，并
依托传统民居打造美丽屋场，发展休闲旅游。
该村村委会主任刘娜说：“湖景虽美， 难免单
调，只有项目多、有特色，才留得住游客。”

从煤炭采掘回归生态， 从粗放式发展
走向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曾经的“煤炭小镇”走上了绿色、协调、可持
续发展之路。蛇形山镇党委书记刘光合说：
“绿色发展才是长远之计，才会让群众稳定
增收致富。”

从煤炭采掘到回归生态，“煤炭小镇”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蛇形山穿上“绿衣裳”

新闻集装

开福区礼赞祖国
文艺活动多多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霍倩 ）9月20日
晚，一场特殊的文艺晚会在长沙市
开福区东风路街道举行。 导演是

“中国好人”、全国志愿助残阳光使
者杨德才，绝大部分演员是残疾人
朋友。大家身残志坚，用快板、歌声
热情赞颂祖国。同时，在湘江边风
帆广场，开福区举行了近年来规模
最大的群众歌咏比赛。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从今年6月起，开
福区充分发动各单位、 街道、学
校、 文艺团体举行丰富多彩的活
动，诗歌朗诵、广场舞比赛、传统
文化进校园……至今已开展大小
庆祝活动300余场次，参与者超过
40万人次。

常德发布
课后服务收费标准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见习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刘艳勋） 常德市
发改委近日公示中小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收费标准， 明确了市城区、
区县 (市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
办学校可开展校内课后“托管”服
务， 每课时不高于3.4元。 公示规
定， 市城区学校安排学生完成作
业、 自主阅读及开展体育运动、娱
乐游戏等服务， 每人每月不超过
100元。 在此基础上同时开展艺
术、科普、拓展训练、兴趣小组活动
等服务的， 每月不得少于4次，每
人每月不超过150元，即每人每课
时约3.4元。区县(市)城区学校的标
准分别为80元和100元。

安乡加强
廉洁从教培训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通讯员
罗承友 江萍 记者 易禹琳） 今年
暑假以来，安乡对全县骨干校园长
和全体教师进行培训， 开展专项
治理行动，查处违规办班补课教师
7名和“吃空饷”者100多名，营造

“敬廉崇洁”氛围，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安乡县精准发力，严抓严管
廉洁从教。以培筑廉，组织35名骨
干校园长、284名教育骨干参加培
训；全县教师进行轮训12次。还组
织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和集体
宣誓，筑牢全县教师廉洁自律“防
火墙”。以治强廉，持续开展违规
征订教辅材料、在职教师违规办班
补课、教师“吃空饷”等专项治理
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李畅江

9月21日晚， 长沙市望城区白沙洲街
道晟通城小区休闲广场上， 飘出家长和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小宝贝、 大行动———垃
圾分类我知道”公益宣传活动在这里进行。

活动在一场“环保时装秀” 中拉开序
幕。孩子们牵着老师、家长的手，穿着五彩
缤纷的服装，走上“T台”。仔细观看，可发
现这些服装均是由废旧物品精心“改装”
的。如彩色包装袋经过裁剪，点缀上洁白的
小花，变成了具有非洲风情的草裙；一根根
绚丽的吸管，经过巧手排列组合，成为样式
新颖的连衣裙……璀璨灯光下， 孩子们用

这种“炫酷”的演绎方式，呼吁人们尽量利
用物品价值、减少一次性用品。

“时装秀”后，苗苗幼儿园业务总园长
吴赛飞为孩子和家长作了一场垃圾分类讲
座。“对于垃圾分类，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
的办法：猪能吃的，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
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是有害垃圾……”
不同于普通讲座，吴赛飞运用PPT，绘制出
小猪佩奇等卡通形象， 用幼儿最能接受的
方式进行讲授，现场孩子听得津津有味。

讲座结束， 趁热打铁举行垃圾分类游
戏，以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老师在舞台上
摆放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
圾4色垃圾桶，以及报纸、鸡蛋壳、塑料瓶等

一堆废弃物。参与游戏的孩子戴上手套，拣
起自己能分辨的，扔进相应的垃圾桶，然后
乖乖站成一排， 用期待的小眼神接受“阅
卷”。吴赛飞仔细检查，表扬分类正确的，也
及时指出错误之处：“过期薯条是湿垃圾没
错，但它的包装袋是干垃圾，大家一定记得
分开投放哦。”

吴赛飞介绍， 在望城区总工会和区教
育局指导下，幼儿园于今年8月开始，利用
周末走进街道社区， 开展寓教于乐的公益
宣传活动，宣传垃圾分类和环保知识，希望
通过教育一个幼儿带动一个家庭，以一个家
庭带动一个群体， 推动全社会重视垃圾分
类，增强环保意识。目前，已举办6场活动。

据了解，目前，望城区14个乡镇（街道）
已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共筹建乡
镇级垃圾分类回收总站6个，97个村（社
区）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减量，27个村（社
区）通过了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验收。

� � � � 望城铜官窑古镇收到一份
特别“礼物”

890字长联获评
“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叶子
君）望城铜官窑古镇近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
经过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长达14个月的论证， 该古
镇890字长联被认定为“中国字数最多的湖湘文化
对联”。

该长联涉及湖南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考
古、文献、传说、天文、地理、山川、物产、先贤等。上联
以“湘江北去”开头，带出湖湘地理；下联以先贤王闿
运“吾道南来”，带出湖湘人文，涵盖山河胜形十六
宗，地方风物十四宗，古今之典九十六宗。该长联由
文化学者、 铜官窑古镇博物馆研究部总监邓继团创
作，这也是继“中国最长徽文化联”后，邓继团第二次
获评“中国之最”的对联作品。

铜官窑古镇负责人张春华介绍， 大世界基尼斯
是“中国之最”的评选机构，受理与审核具有权威性。
铜官窑古镇获此殊荣， 不仅证明了古镇的文化传承
获得广泛认可， 也标志着铜官窑古镇弘扬和传播湖
湘文化的实践又将迈入新征程。

办税不用跑 快递送上门

常德税务部门
推行电子办税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黄
晓炎 贺斌）日前，常德市武陵区钰创电脑经营部业
主万亮登录电子税务局，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天就收到快递免费寄来的发票。 这是常德优化税
收服务的结果。

为了让纳税人少跑路， 常德市税务部门大力实
行电子办税， 推出税务代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平
台。今年9月，又在全省率先推行发票“网上申请、快
递上门”免费服务。常德市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
人领取空白发票、 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 业务发生地在常德的自然人代开增值税普通发
票，均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申请办理，享受“一次都不
用跑”的免费快递到家服务。

今年来， 常德市还全面优化办税流程， 落实
“一门”“一次”“一站”办税，“最多跑一次”已覆盖
全市43个办税服务场所。同时，为落实好减税降
费政策，在各大办税厅设立咨询团队、咨询专窗、
退税专窗，为纳税人提供指导。至9月中旬，已办
理小微企业普惠性退税2.5万余户，退税额占应退
税额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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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郑娜

近日，国家人社部复函湖南省政府，批
准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国家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

听到喜讯那一刻， 园区大楼内一片欢
呼。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园区设在
长沙南部的天心区。园区“呱呱坠地”一年
多，已吸引75家企业（机构)入驻，这次又跻
身“国家队”，跑出了园区建设“加速度”，成
为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力湘军”。

有优势
人力资源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和

支撑。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过万亿、 再出

发”， 迫切需要人力资源服务业有效支撑。
特别是长沙人才新政推行以来， 亟须更多
视野宽、影响大的人力资源专业机构参与。
在这个背景下，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加速发展势在必然。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园区放在
天心区，也是有讲究的。

天心区位于长株潭3市几何中心，也
是省政府所在地， 辐射人口近2000万；长
沙地铁1、4、5号线及长株潭城铁、 绕城高
速、芙蓉路主干道，交织成便捷的立体交通
网络；国家级文化（广告）产业园、地理信息

产业园等27家产业园密布周边，人力资源
市场巨大……

2017年，长沙市开始筹建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按照“一园三区”的总体规划，结
合长沙、株洲、湘潭3市产业优势，立足长
沙，服务长株潭，辐射中西南，面向全国，打
造国家级产业园。

去年7月，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
园区开园，当年吸引中智、肯耐珂萨、上海
外服、 智联招聘等国内外优质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企业）入驻。

肯耐珂萨作为全国百强人力资源企
业，当时本想将其中南地区总部放在武汉，
最终经过考察选择了长沙。“长株潭的区位
优势和发展潜力， 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
的。”该公司负责人说。

专业化
各地产业园林立，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为何成了“黑马”？其做法是创新、创
新、再创新。

在筹备期，该园就坚持“以高质量规划
引领建设与发展”，立足国际视野、体现湖
湘特色，并坚持平台化管理、专业化运营，
打造生态产业园区。

9月11日，记者在园区创新中心看到，
这里8间办公室几乎满员， 聚集了不少创
业团队。

“现在我们创新中心已入驻32家初创团

队，半年孵化了4个项目。”负责创新中心运
营的第一创客湖南区负责人刘兴告诉记者。

“借助创新中心， 有效发挥其创业导
师、专业技术和融资服务等优势，以‘人力
资源+创新’为企业赋能，孵化项目快速长
大。”园区负责人说，园区坚持专业化运营，
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平台来办， 已搭
建全国首家人力资源服务创新中心、 扎堆
人才职业发展主题社区、 一站式企业服务
中心、院校合作基地、省级行业协会、网上
产业园6大平台，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
态圈。

湖南博尔捷就是一家专业运营公司，
被引入园区后，在体系搭建、信息化建设、
配套服务等方面为园区提供支持。最终，将
实现专业园区由专业公司打理。

强服务
服务是最温柔的“抓手”。在长沙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
能想到，我们就能办到；你没想到的，我们
也在规划实施。”

在园区一楼，有一个企业服务中心，不
仅为企业提供人社、工商、税务等“一站式”
服务和签证代办、金融服务等，还设立了公
共会议室、招聘洽谈区、人才氧吧、星空花
园等配套设施。离园区不到500米的地方，
人才公寓等也在抓紧建设中。

“我们集团是第一批入园的企业，园区

配套设施完善、 服务周到贴心， 我们很满
意。”聚才人力集团湖南公司总经理杨莎莎
说。

“天心区委、区政府的服务也很暖心、
接地气。我们入园后，区里经常组织政协委
员、工商联人士对接会等。在供需对接、市
场开拓上， 我们还得到了区委书记朱东铁
的帮助。”长沙安博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对企业的服务，是全过程服务。”
园区招商中心负责人欧阳伟介绍，从孵化、
初创到企业稳定发展，再到入规、升高、上
市等，园区都会进行针对性帮扶。前不久，
园区就帮助湖南聚能人力等一批企业“入
规”了。

在园区孵化成长的“探锁者”创始人师
权告诉记者， 园区招商中心团队加班加点
驻点办公，还专门为入园企业建了微信群，
“园区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

好服务赢得快发展。 预计到2020年，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园区入驻企业
及配套机构将超过100家， 年营业总收入
超50亿元，逐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
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 � � �开园一年多，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就吸引75家企业（机构)入驻，并跻身“国家队”，
跑出了园区建设“加速度”———

长沙南城崛起“人力湘军”
10月21日至12月31日

长沙将举办第四届
国际音乐艺术季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熊远帆）9月20日下

午，2019冬之韵·长沙第四届国际音乐艺术季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从10月21日至12月31
日，长沙音乐厅将举办45场演出活动，邀请来自美
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波兰等11个国家
的近700名艺术家登台演出，表演交响乐、器乐、声
乐、爵士乐、民歌、民乐等。

据介绍，这次演出季来长沙演出的，有意大利多
克莱夫爱乐乐团、波兰克兰科夫皇家首都管弦乐团、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新柏林交响乐团、奥地利维也
纳交响乐团、 意大利纳维利爱乐乐团等世界顶级乐
团。期间，将首次举办国际钢琴周，特邀82岁的德国
钢琴大师贝斯勒演出“德奥派”钢琴曲等。收官演出
将于12月31日24时开始，由具有百年历史的东欧知
名交响乐团———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带来跨年音乐
盛宴。

长沙音乐厅还将联合长沙交响乐团， 举办中国
城市交响乐发展论坛。

2016至2018年， 长沙音乐厅精心组织了800余
场演出及文化惠民活动，观众超50万人次。

“垃圾分类我知道”
———望城区“小宝贝、大行动”公益宣传活动见闻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22日

第 2019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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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 1040 792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6 173 184418

1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22日 第2019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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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83306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8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138179
9 3784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66
44624
995125
7303449

27
1855
37434
279346

3000
200
10
5

0118 22 24 3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