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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李娜 李进科 刘英）9月下旬，临武县武水
河畔，香芋芋荷随风摇曳，宛如一片涌动的碧
海。不少乡亲头顶烈日在除草，想着10月份香
芋上市，一个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临武是全国香芋生产大县， 已有30多年
种植历史。临武香芋个大美观、粉多细腻、香
味浓郁，曾获湖南（郴州）第四届特色农产品
博览会金奖。

近年来，临武把香芋作为拳头产业来打
造，采取“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模

式，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同享、互惠互利，力
促经营企业化、生产集约化。该县还与湖南
农业大学合作， 大力开展品种提纯复壮，进
行水田插苗起垄、有机肥代替化肥、就地农
膜覆盖越冬保鲜等种植技术改良。先后在汾
市镇土地村、金江镇杉木桥村等地建立香芋
种植示范基地1万余亩， 与传统种植方式相
比，平均每亩节约成本200元、增收1500元
以上，被评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

好东西卖得出才是硬道理。为此，临武成

立香芋种植销售协会，建立储存营销中心，由
专门的销售团队负责销售。现在，临武香芋种
植销售协会已在全国建立营销网点2000多
个，临武香芋占据北京、上海、广州等地80%以
上的市场份额。借助跨国公司，临武香芋漂洋
过海，远销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目前，临武香芋已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今年，全县10万余亩香芋喜获丰收，预计产值
可达10亿元以上， 直接带动10万余农户增收
致富。该县舜峰镇村民杨汉林今年种植香芋8
亩，毛收入将达6万多元。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李先志 杨雄春)近日，蓝山国际皮具箱包
科技产业园与香港捷讯集团、 广东嬉皮士集
团等12家皮具箱包企业成功签约， 国内皮具
箱包行业翘楚广东名将集团蓝山项目开工建
设，签约(开工)总投资额达47亿元。皮具产业
将成为蓝山经济发展新引擎之一。

近年来，蓝山县以“楚尾粤头、湘江源头、
开放桥头”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近5万人在
广东花都从事皮革皮具产业的人才优势，全
面承接广东等地皮具产业转移，全力打造“中
国皮具箱包创新之都”“中国皮具箱包产业转
移升级示范基地” 和“湖南皮具箱包特色小
镇”。

去年以来，蓝山创新招商方式，实现“从
引进单个企业转向引进产业集群”等“五大转
变”。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先后赴粤开展
皮具招商12次，走访行业协会、商会及皮具企
业200多家。出台皮具玩具产业“十条优惠政
策”，破解企业用地、税费减免、物流补贴和子
女就学等难题。紧盯产业发展前沿，积极招才
引智，共引进教授、博士、硕士等高级人才11
名。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清廉政
务工作模式，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实现“最多跑
一次”。

金秋时节， 蓝山国际皮具箱包科技产业
园厂房林立、 机器轰鸣。 该园2017年开始建
设，占地4200亩，并将建设人才公寓、学校、医

院、商业综合体等配套设施。目前，已有64家
皮具箱包企业入园，总投资62亿元。全面投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税收3亿元以上。

今年来，蓝山县引进产业项目34个，总投
资72亿元。其中皮具箱包产业项目25个，总投
资52亿元， 分别占引进项目、 总投资额的
73.5%、72.2%。预计今年全县皮具箱包企业建
设和落户近100家，总投资将达到100亿元。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见习记者 陈
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网红”长沙成
为众多游客“打卡”城市。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从9月30日至10月7
日， 长沙地铁累计运送乘客达1033.1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9月30日至10月7日， 长沙地
铁日均上线列车1190列次。9月30日、10月
1日，长沙地铁线网客流总量接连突破132

万人次、141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其中，
长沙地铁1号线开福区政府、 黄兴广场、南
门口，2号线望城坡、溁湾镇、橘子洲、长沙
火车站、五一广场，4号线长沙火车南站、湖
南大学等站，客流较集中。

节日期间，长沙地铁加大安检力度，做
到“逢人必检、逢包必检、逢液必检、逢疑必
问、杜绝漏检”，检包近348.4万件，有效保
障了地铁运营安全有序。

通讯员 米承实 陈菲菲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周紫云

“感谢你们，天天送来清水，让我们这
段时间不为水发愁。”10月9日下午，78岁
的曾有桃老人看着厨房里满满的两担水，
拉着辰溪县长田湾乡党委书记陈万华的手
连声道谢。

曾有桃家住长田湾乡老屋台村牛洞坪
院子，这里地处海拔600多米的半山腰，缺
少合适水源。去年，政府投资从岩洞引来自
来水，送到村民家中。但因水源在岩洞，水
量大小受季节影响。这一段，很长时间没下
雨，洞里水源干涸。到9月30日晚，自来水
管放不出水来了。

为了解决干旱给村民带来的饮水问
题， 长田湾乡党委、 乡政府成立志愿送水

队，当地新力量环保砖厂支援两辆送水车，
30多个乡村志愿者从10月1日起， 每天轮
流送水到旱情严重的村落， 帮全乡100多
户村民“解渴”。

国庆节这天， 送水车开进了牛洞坪院
子，村民们拿着水桶和扁担，挑水回家。“我
身子骨不顶用了，挑不动一担水了。”曾有
桃的2个儿子在外打工， 家里没有劳动力，
轮到她接水， 她颤着手只接了半桶水就要
提回家。

陈万华看到后，挑了满满两担水，送到
曾有桃家。“我们不能让一个村民喝不上
水。” 陈万华当即与村干部一起进行排
查，将五保户、残疾户、留守老人、留守妇
女等劳动力短缺的30多个家庭作为重点
户，每次送水到村后，安排志愿者挑水送
进厨房。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婧

选址、勘地、出设计图……今年国庆假
期， 桃源县浔阳街道大平村村民罗建中没
有闲着。一想到即将享受新政策、重拾老本
行，他越忙越来劲。

罗建中今年48岁， 从2005年开始，他
和妻子在家办起了养鸡场，年出笼鸡1万多
羽，收入10多万元。

去年7月，为加大环保力度，桃源县全
面启动禁养区畜禽退养工作， 明确规定饮
用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大道两侧200
米范围内、基本农田保护区等处，禁止养殖
畜禽。 罗建中家的养鸡场， 刚好在禁养区
内。

“以前鼓励我们创业，现在又不让我们
搞了。不喂鸡，我靠什么养家？”罗建中起初
对此很不理解。通过当地干部多次做工作，
他明白了污染的危害性， 也看到了政府保
护环境的决心。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
青山，从去年10月起，罗建中和街道内其
他100多户养殖户相继退养。

当地政府利用各方资源， 积极为退养
户转卖现有畜禽。 铁船堰村彭采章需退养
552头豪猪，因特种养殖产品需求量小，加
上行情不好，销路受阻。街道多次与县豪猪
协会协商，联系买主。干部们还在朋友圈里
掀起一场全员卖豪猪的行动。不到半个月，
豪猪全部卖出。同村养殖户向红军的91只

山羊， 也在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治辉积极联
系下，3天得到妥善处理。

今年4月， 浔阳街道退养工作完成。退
养户大部分成功转型，有的种有机蔬果，有
的办生态农庄，吃上了生态饭。罗建中家的
养鸡场转型难度大，退养后，罗建中一直在
观望，为今后的生活担忧。

7月的一天，街道党工委书记黄新军来
到村里，罗建中刚想跟他诉苦，没想到黄新
军先开了口：“政府要给你们重新选址，进
行复养。”

原来，针对退养户后续生计问题，街道
一直在调整工作方式， 力求既保护好绿水
青山，又要保住退养户的饭碗。得知部分退
养户仍有继续从业的意愿， 街道便联系县
国土、建设等部门，积极协调，寻找合适位
置，拟建规模养殖小区，让一些退养户继续
从事养殖。

通过一段时间努力， 事情终于有了眉
目。

得知可以复养的消息， 罗建中十分高
兴。但他清楚，统一规划的养殖小区，准入
门槛一定很高。排污不达标、技术不过硬，
肯定不能入驻。为此，罗建中积极参加政府
组织的粪污治理培训， 还多次骑车前往邻
乡三尖农牧责任有限公司， 学习新的养殖
技术。

“政府保了我们的饭碗，我们要懂得珍
惜，自觉守护好绿水青山。”罗建中说。

永州新增减免税10.4亿元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罗毅 通讯员 孙存准 肖明

剑）今年，永州市税务部门深化增值税改革，切实做好减税
降费工作。至9月底，全市共计新增减免税额10.4亿元，惠及
纳税人45.2万多户次。

今年来， 永州市税务部门严格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免税政策，坚决执行留抵退税制度；集中开展普惠性政策退
税工作，集中力量加快退税，按时完成退税任务。减税降费
让冷水滩区85%以上的小微和民营企业受益，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增强了企业尤其是高科技
企业竞争力。 江华瑶族自治县税务局为企业打造减税降费

“铁账本”，纳税人获得感、满意度显著增强。湖南瑶珍粮油
有限公司乘减税降费东风，生产经营好转，成为年产5万吨
绿色大米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衡阳县帮助
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杨

小辉 戴军）“今年头9个月，我已销售良种生猪500头、三黄
土鸡3000羽，收入30多万元。”10月8日，衡阳县司法局的同
志来到三湖镇塘坳村， 走访已回归社会的社区服刑人员谭
某，谭某感激地说，县司法局和三湖司法所干警给他鼓励，
还在创业资金上给予扶持，让他顺利融入社会、发家致富。

2014年，因贩卖毒品被判刑的谭某获得假释，接受社区
矫正。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当地司法所干警与他促膝谈
心，鼓励他重新树立生活信心，并在农商行为他担保贷款10
万元，扶持他发展养殖业。

近两年来，衡阳县积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充实队伍力
量， 还委托社区矫正社会服务组织———衡阳市甘霖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每季度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开
展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县
司法行政部门积极扶持社区服刑人员创业， 组织他们参加
种养、电工、厨师等技能培训，帮助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并
为有市场前景的创业项目提供小额贷款信用担保。两年来，
已帮助120多名社区服刑人员创业。

衡阳县司法局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来，该县实现社区服
刑人员脱漏管率为零的目标，已有481名社区服刑人员顺利
回归社会，无一人重新犯罪。

9月30日至10月7日

长沙地铁运送乘客破千万人次

送水进厨房

青山和饭碗
———桃源县一个退养户的故事

老百姓的故事

蓝山皮具集聚成势
预计今年皮具箱包企业建设和落户近100家

临武香芋带富一方
种植10万余亩，年产值预计逾10亿元

富硒果成“富农果”
10月9日，嘉禾县珠泉镇平世村，村民在采摘红心

柚。近年来，该村发展富硒农业产业，种植金桔、红心
柚、脐橙、葡萄等果业2000余亩，为村民带来了良好的
经济收入。 黄春涛 李艳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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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182
567
5721

6
14
141

191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458
67276

252
201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9日 第2019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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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506 19 25 27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9 日

第 2019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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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1040 734240

组选三 631 346 218326
组选六 0 173 0

3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