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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任旭刚 许国刚）记者今天从岳阳市环境检测中
心获悉，1至9月，洞庭湖岳阳区域7个考核断面
平均评价为Ⅳ类，其中超标因子为总磷，总磷浓
度为每升0.064毫克， 相较2017年同期总磷浓
度每升0.073毫克，下降了12.3%。

去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岳阳段考
察时，叮嘱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
好一江碧水。作为“守护好一江碧水”首倡地，岳
阳市委、 市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科学部署，部门联动，强力推进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
据了解，洞庭湖总体水质为Ⅳ类，主要超标

因子为总磷。 生活类磷污染70%来自含磷洗涤
用品的使用， 洗涤产生的含磷生活废水直接排
入江河湖泊，造成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岳阳城
内王家河、芭蕉湖、南湖等水域不同程度受到污
染。因此，岳阳市抓住源头控“磷”牛鼻子，推进
“禁磷、限磷”行动，市县两级同步成立洗涤用品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由市场监管局牵头，卫
健、生态环境、文旅广电、商务粮食、文明办、妇
联等7部门联动，实行控磷网络化管理；向广大

市民发出“守护一江碧水，倡导无磷消费”倡议，
引导大家参与控磷攻坚战， 自觉抵制高含磷洗
涤用品，购买和使用无磷安全洗涤用品。

从5月底开始，岳阳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控
磷专项行动。 对沿江沿湖重点片区及宾馆、餐
饮、洗衣等重点行业，进行“靶向整治”。已出
动执法人员2.8万余人次， 检查商户1.6万家，
取缔制售假冒伪劣高含磷洗涤用品窝点6个，
收缴“三无”洗涤剂近1000公斤。同时，要求洗
染企业到商务部门备案， 进一步规范洗染市
场秩序。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田育才）投资
1亿元的远大住工新建厂房投入使用，投资5亿
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顺利完工，投资1.2亿
元的华美达酒店、 电商产业园投入试运营……
记者近日从张家界高新区获悉， 该区招商引资
形势喜人。今年前三季度，该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34.5%。

今年来，张家界高新区开展“招商引资项目
攻坚年”活动，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全年
共铺排重点项目38个， 其中市级重点项目10

个，计划总投资243.17亿元，计划完成年度投资
32.29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
以上。同时，建立项目联系“五个一”机制、日常
推进“周联旬调月总结”“项目联系日”等机制，
由60多名市管干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提供“一
对一”的“保姆”式服务。修改《标准厂房管理实
施办法》，对拟入驻厂房项目，在公司注册、税务
登记等方面提供代(带)办和指导服务，在押金
标准、租金收取等方面提供优惠，让项目迅速落
地。今年，园区入驻企业5家，投产4家。

在招商引资中， 张家界高新区充分发挥小分
队作用，先后派小分队赴粤港澳大湾区、上海、长
沙等地招商。因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客商资源
集聚，该区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各类专题对接
招商活动，重点对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
品、旅游商品、电子信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项目。

今年来，张家界高新区先后与世茂集团、万
达集团、华通机电等企业成功签约，共签约项目
10个，其中100亿元大项目1个，合同引资总额
124.1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何杨 ）10月24至25日，长
沙地铁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初步设计审
查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
深圳、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的27位专家，
对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初步设计进行
“会诊把脉”，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会上，专家们听取了各方情况汇报，
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查、讨论，认为长
沙地铁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文
件组成内容全面、项目功能定位清晰，线

路走向符合长沙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所采用的设计原则和技术标准能满足相
关规范、标准要求，文件设计内容和深度
达到初步设计要求， 主要技术方案论证
充分、合理可行，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据介绍， 长沙地铁1号线北延一期
工程北起彩霞路站， 沿芙蓉北路由北往
南敷设至开福区政府站， 与1号线一期
工程连通，全长约9.93公里，共设车站5
座，分别是湘绣城、周南中学、冯蔡路、青
竹湖路、彩霞路。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胡国才 孙军

前几天晚上， 正在看电视的李建国
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多年
不见的老同学造访。

还未落座， 老同学就塞给李建国女
儿一个厚厚的红包。

原来，这名老同学早已下海经商，因
单位正在清退在编不在岗人员， 想通过
在安乡县中医院血液透析中心当主任的
李建国出具一份假病历。这样，既能保住
公职，又能继续搞经营。就在李建国碍于
情面左右为难时， 他的爱人樊丹生怕老
公犯糊涂，连忙端着一杯热茶，招呼客人
落座，并向丈夫递了个眼神。

“建国，这明明是弄虚作假，这个红
包千万收不得啊！再说，今年是常德市医
疗卫生单位行风、作风整治年，开具虚假
证明是违法违纪行为！”樊丹生一语把话

点穿。李建国见老同学有点尴尬，故作生
气地说：“我和老同学说话， 你莫插嘴！”
几个来回，夫妻俩的对话满是火药味。

趁客人上卫生间， 李建国向妻子眨
了下眼睛，示意她带女儿回避。“对不起，
为我的事弄得你们两口子不开心，抱
歉。”老同学说。“她心直口快，就这个性
格，莫见外。”李建国续上一杯茶，转换话
题开导老同学，“按情， 这个忙要帮；按
理，这个忙帮不得。为什么呢？清退在编
不在岗人员，是全县统一进行的，如果我
帮你出具假病历， 其他人就不服。 到头
来， 损害名声不说， 还可能带来牢狱之
灾。 老同学， 你说这么做是不是得不偿
失？”

一番话，说得老同学很不好意思。离
开时，他拿起红包放进手提包，握着李建
国的手说：“谢谢你的提醒，老同学！你还
是过去的李建国， 家里还有个廉内助，
好！”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婧）10月23日下午，桃源小伙吴佳林前往医院复
查，经检查，他右膝上的刀伤已愈合，可以拆线了。
连日来，他面对持刀歹徒挺身而出、徒手夺刀制服
歹徒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吴佳林今年28岁， 家住桃源县浔阳街道福庆
山村。10月9日晚9时许，他和妻子、朋友一起去县
城莲花湖街吃宵夜。刚下车，不远处传来激烈的争
吵声。热心肠的吴佳林以为是年轻情侣吵架，于是
上前劝阻， 结果看到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拿着水果
刀，顶在一名女子的颈部。

隐约听出两人系感情纠纷后，吴佳林极力安抚醉
酒男，劝他不要冲动。可对方完全不听，继续威胁女
子。见男子即将情绪失控，吴佳林奋不顾身扑过去，一
把夺下男子手中的刀。同伴见状上前协助，合力将男
子制服。夺刀过程中，吴佳林右腿膝关节处被刀划出
一道2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待警方赶来将持刀男
子带走后，吴佳林才去医院处理伤口。

获救女子事后为表谢意， 执意要为吴佳林支
付医药费，但被婉拒。吴佳林说：“这没什么，谁遇
到了都会帮忙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刘倩 欧阳友忠

10月18日，永州邮政分公司投递员欧阳成
军被评为全省第二届党报党刊投递服务“十佳
标兵”。分公司负责人穆振民说，欧阳成军这次
获评“十佳标兵”，是实至名归。8年来，欧阳成军
担负最偏远山区党报党刊投递， 任务重、 压力
大，但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及时准确完
成了投递任务，受到各方好评。

今年44岁的欧阳成军是宁远县九嶷山瑶
族乡九嶷洞村人。2011年， 他受聘成为湾井邮
政支局邮递员，负责九嶷山瑶族乡9个边远行政

村的邮政投递。这条邮路山高路远，不时发生山
洪、山体滑坡、山路封冻等，2011年以前，没有一
名邮递员能坚持超过1年。但欧阳成军克服困难，
一直坚持下来，没有怨言。他说：“干工作不能挑三
拣四。我是党员，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责任。”

8年来， 欧阳成军累计行程16万公里，及
时、准确投送报刊20余万份、信件数十万件，投
递准确率、客户满意度均达100%。他还指导大
家读用党报， 带动9个村党报党刊订阅由2011
年50份增加到去年150份。

为及时投递党报党刊，欧阳成军每天7时从
家里出发， 赶到8公里外的湾井邮政支局分拣
报纸、邮件，然后，风雨无阻骑着摩托车翻山越

岭投递，经常傍晚时分才能回家。
今年7月，九嶷山普降大雨，多处山体滑坡，电

力、交通中断。面对如此恶劣天气，欧阳成军毅然
用防雨布包裹好报纸、邮件，绕过公路，走羊肠小
道投递，比平时多走10多公里路。紫江村支书秦维
东说：“欧阳成军送来报纸、邮件时，全身湿透了，
可报纸和邮件是干的。”

欧阳成军还主动引导大家读报用报。石
灰窑村村民李跃进以前找不到脱贫致富的路
子，在欧阳成军指导下，李跃进从《湖南日报》
刊登的脱贫故事中受到启发，2017年底建起
九嶷山兔养殖场，第二年产肉兔5万只，收入
100万元。

欧阳成军在投递路上不忘做好事。2014年，
他见大坳岭自然村残疾人黄二生的木板屋四处漏
雨，便为他垫资，建好35平方米的混砖房。近年来，
欧阳成军先后为熊胜庭、 欧亿万等14位孤寡老人
及贫困村民垫资31万元，改造危房。

长沙地铁1号线将向北延伸
北延一期工程初步设计通过审查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段唐平 李秋曦)“以前村里没路
灯，晚上出门不方便。9月，村民在‘院落
夜会’上提出后，驻村工作队争取项目资
金，10月上旬路灯就安装好了。”10月24
日晚， 麻阳苗族自治县和平溪乡株木村
村民黄祥红，走在明亮的院落小道上，心
情格外舒畅。

今年9月以来，麻阳推出以“干部下
访，民情面对面；民情销号，解忧实打实”
为主要内容的“院落夜会”，以进一步打
通干群“隔心墙”、架通民情“连心桥”。
“院落夜会”由县级领导挂帅，组织村
党组织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联合党支
部书记、乡镇驻村干部、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等，听取群众意见，为群众解决
难办事、烦心事。为把“院落夜会”开出

成效， 县里将执行情况纳入基层组织
建设考核内容，建立健全“院落夜会”
民情问题办理情况督查和报告制度，
并实行县、乡、村、帮扶单位、驻村工作
队“五级同责”。

“院落夜会”成为麻阳听民意聚民心
利民生的重要渠道。 和平溪乡大坡村
村民在9月“院落会议”上提出“通县城
公路坑坑洼洼， 影响农产品运输”，乡
党委立行立改， 争取到公路改造维修
项目。 项目10月12日开工实施， 预计
11月底可完工。截至目前，全县18个乡
镇201个村，先后召开“院落夜会”300
多场次，收集到平安创建、脱贫帮扶、
文明创建、危房改造等方面意见、建议
2400余条，已解决群众烦心问题1800
余个。

打通“隔心墙” 架起“连心桥”
麻阳“院落夜会”为民解决烦心问题1800余个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李向 张卉宇 ）10月24
日上午， 宁乡经开区湖南邦弗特新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收到宁乡市财政局汇来的
3000万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这笔资金
于5月申报，在获批文件下达后，宁乡市
以“先拨后审”方式代替“分期分批、按进
度比例进行拨付”，使拨付周期缩短至少
6个月。

近年来，宁乡市为优化营商环境，对
所有工业项目推行“三先三后” 管理模
式。即所有项目“先建后验”，允许企业先

行建设， 再按承诺时间补齐有关审批材
料， 最后进行验收； 所有事项“先批后
核”，由企业签订承诺，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所有补贴“先拨后审”，按政策先行发
放给企业，强化事后审查。

“指标录入、申报审批、联络文件……
这一系列程序都由财政局协办代办，真
正做到一条龙办理，让企业‘零跑腿’。邦
弗特公司那笔资金， 在5小时内完成了
全额拨付， 让企业能迅速将钱用在刀刃
上。”宁乡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叶青
介绍。

宁乡“先拨后审”为企业发展助跑

3000万元资金5小时完成拨付

夫妻巧吵“里手架”
10月24日，嘉禾县晋屏大道，环卫工人在展示自己的心里话。当天，该县环境卫生中心开

展“说说心里话，表表微心愿”活动，让环卫工人说出自己的心声，喜迎我省第24个环卫工人节。
黄春涛 摄

朴实心里话 洁净靠大家

桃源小伙徒手夺刀
勇救人

“干工作不能挑三拣四”
———记党报党刊投递服务“十佳标兵”欧阳成军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64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43
834
8935

7
24
295

257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661
97600

438
317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5日 第2019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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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099 元
01 2702 04 06 08 14 1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5日

第 2019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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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1040 674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45 173 388385

5 26

从严控“磷”护碧水岳阳

招商引资形势好张家界高新区
10个项目签约，合同引资124.1亿元

洞庭湖岳阳区域总磷浓度两年下降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