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
讯员 谢培菁)昨天上午，粤港澳大湾区衡阳科
技产业试验区启动区项目动工，项目规划工程
总占地约2000亩。第一期开发230亩、投资约
19.6亿元，主要经营范围包含军用机械生产，机
械配件、零部件加工，工程机械、机床附件等设
备的制造， 拟打造成衡阳的高新技术集聚区、

产业研发集聚区、高端人才集聚区，对推动衡
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衡阳科技产业试验区项
目， 是衡阳市与深圳科技园合作以来启动的
第一个实质性项目。今年4月，衡阳市政府与
深圳科技园、深圳优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
“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上签

订意向协议，短短5个月即实现项目落地、开工
建设，再次刷新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发展的“衡阳
速度”。

当天动工的启动区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衡
阳科技产业试验区项目的子项目之一。 预计在未
来3至5年内，项目年产值将突破百亿元。项目将极
大带动当地原有的机械加工业跨越式发展。

衡阳科技产业试验区启动区项目开工
预计3至5年内项目产值将突破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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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智勇) 昨天上午，南县举行经
开区标准厂房和道路工程开工仪式。该
项目总投资约19.7亿元， 将建设标准厂
房43万平方米，其中基础配套设施10万
平方米，项目建设期3年，运营期14年。

项目竣工后， 将有力提升南县工业
园区的整体承载能力， 对南县经开区实
现产城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县县
委书记李劲松表示， 该县将全力支持项
目建设， 切实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
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早日竣工。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杨序先 李向阳）9月26日，麻阳苗族
自治县锦和镇柑子园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米向阳喜上眉梢。这天，他在农行锦和支行
通过手机操作申请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贷
款很快就审批到账。 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
说：“智慧银行真方便。”

针对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状
况，农行总行、农行湖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
多次深入包括麻阳在内的多个贫困县调
研， 最后选定麻阳锦和镇创建全国农行首
家农村智慧网点。9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
首家农村5G智慧网点———麻阳锦和支行
正式开门营业。

据了解，智慧网点是借助现代通信技术、
融入科技金融手段，建立“智慧政务、智慧三
农、智慧民生”等金融场景，打造网点周边金融
生态圈，并通过农行智慧货架，为当地党政机
关、企业、学校和群众提供全新的金融服务。

农行麻阳锦和支行负责人左婷苗介
绍， 该智慧网点将给苗乡群众带来诸多便
利： 村民生产资金遇到困难， 可选择农行
“惠农e贷”，申请小额贷款，两天内可实现
到账。村民的农产品，可在农行智慧货架上
销售，外地客户可通过农行商城下单购买。
各种社保和政策奖补也可通过农行“惠农e
贷”“智慧扫码”，在家门口领取。开业当天，
锦和支行先后办理各种业务382笔。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邢
骁）29日晚， 由长沙市芙蓉区政府主办的

“越夜越精彩， 芙蓉我最红”“夜经济之星”
评选暨短视频挑战赛启动仪式在湖南琴岛
演艺中心举行。据悉，此次活动从9月29日
持续到11月20日。

“芙蓉区是长沙核心城区，拥有众多‘网
红’明星企业，夜间经济十分活跃。”芙蓉区
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此次活动目的是培育更
多的“网红店”“网红品牌”等“网红消费终

端”，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区夜经济发展。
夜经济的参与者以年轻人居多。 据悉，

该区将在网络上发起“夜经济之星”短视频
挑战赛，通过新媒体传播手段、以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为活动造势。活动期间，该区企业
商家和个人均可通过抖音，发布与芙蓉区夜
经济相关的短视频作品。颁奖盛典拟于11月
20日举行，届时，作品点赞量前10名个人和
企业将分别被评为“芙蓉我最红”“夜经济
之星”称号，并获得由区政府提供的奖励。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
员 何清隆）昨天，御家汇、航天环宇、博世科、
高至、杉杉（二期）、湖大三佳、麒麟信息、恒定
教育、宇晶、岱勒10大产业项目在长沙高新
区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74.5亿元，达产后年
产值可达241.5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10大产业项目中既有
御家汇、恒定教育等互联网龙头企业，又有航

天环宇、麒麟信息等智能制造产业链企业，还
有博世科、杉杉等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企业。

据悉，2019年长沙高新区共铺排购地产
业项目77个。 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22个，含
50亿元以上项目9个，总投资1919亿元，年度
投资215.4亿元。全部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2847亿元，年税收193.5亿元。预计全年开、竣
工项目累计不少于60个。截至8月底，已开工

项目28个，海凭、沐坤、宇培等18个项目相继竣
工。

今年以来， 长沙高新区以“营商环境优化
年”为契机，努力实现政务服务“环节最少、效率
最高、服务最优、风气最好”和“服务无距离、业
务无差错、工作无积压、企业无投诉”的“四无四
最”目标。梳理年度目标任务131项，实行清单式
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总任务的90%以上。

长沙高新区10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项目总投资74.5亿元

南县经开区厂房道路项目开工
总投资约19.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9月29日晚， 张家界市民广场红旗招
展、 流光溢彩。 数千市民与游客聚集在这
里，聆听由张家界·乌克兰爱乐乐团带来的
交响乐露天音乐会。

舞台设置在地势较低的临水平台，四
周观众可俯瞰音乐会全景。舞台上，中外音
乐家们倾情演奏；观众席里，大家摇动手中
国旗，伴着节奏轻声哼唱。

张家界·乌克兰爱乐乐团是张家界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当地旅游国际化
进程，引进欧洲顶级音乐乐团，并由国内音
乐家加入组建而成。如今，该乐团已成为张
家界文化旅游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晚演奏的多首曲目， 以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伟大征程为主线，气势磅礴、场面
宏大。 其中，《红色娘子军》《北京喜讯到边
寨》《我爱你中国》等曲目，讴歌了新中国实

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辉煌
历程。

“强大的中国，美丽的张家界。”乐团指
挥库琴科·塔纳斯告诉记者，来到张家界一
年多来，这座城市日新月异，让乐团每个成
员都感到惊讶与欣喜。“大家都为成为这座
城市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 衷心祝福中国
发展越来越好。”

“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在全场同
唱《我和我的祖国》时，市民罗智辉把国旗
举过头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说，70年
前， 大家所站立的地方是一片荒芜的农田
与草地，现在，澧水两岸现代化高楼耸立，
对面天门山上游客如织， 头顶一架架航班
飞过，“祖国从一穷二白到立于强国之林，
我们是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祖国更加美
好。”部分市民与游客在灯光璀璨下，大声
表达自己的“中国心”。

一场音乐会，万千“中国心”

全国农行首家农村智慧网点落户麻阳
给苗乡群众带来诸多便利

芙蓉区启动“夜经济之星”评选
培育“网红消费终端”，推动城区夜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长沙市公安局近日发布国
庆节期间（10月1日至10月7日）全市道
路交通运行状态分析研判报告， 引导市
民合理选择出行线路。

预计国庆节期间， 城区车辆活跃度
较往日大幅下降， 全市交通拥堵延时指
数将呈现“V”字形变化。9月30日13时开
始车流量逐步增加，18时“下班流”与小
部分“出城流”叠加，拥堵指数将达到峰

值，交通疏导保畅压力较大。之后每日车
流量逐步往外扩散，10月4日拥堵指数
到达低谷。10月5日、6日、7日将陆续出
现返程高峰，6日返程流预计比7日大。

根据分析研判， 出城及返程易拥堵
缓行的高速主要为长张高速、 长韶娄高
速等高速的部分路段。其中，长张高速长
沙段、长浏高速长永段、长潭西高速长沙
段等路段在高速车流量较大时， 沿线收
费站会采取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长沙交警发布道路交通运行状态研判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793305
1 1645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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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11254

26
53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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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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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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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9月30日 第2019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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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1 0908 11 13 16 20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 年 9 月 30 日

第 2019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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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1040 320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25 173 160025

9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