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乡经开区 环境优带来快发展
前三季度引进项目28个，合同引资73.15亿元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李志光 ）10
月25日，位于湘乡经开区的湖南中部电力
科技产业园一片忙碌景象。这个占据湘乡
经开区前三季度税收收入近“半壁江山”
的产业园区， 目前已有30家企业入驻，湘
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

“从签订入园协议开始，需要提交
什么材料、办理什么证件，都是他们追
着我们跑，帮着我们办。 ”湘乡市电力
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夏亦湘说。
这是湘乡经开区近年来大开投资兴业
便利之门，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缩影。 该市出台《湘乡经开区权力审批
流程图》等规范性文件，落实“大并联

审批、全流程服务”，实现一窗式受理、
一表式申报、一章式审批，确保“审批
不出园”。 同时,实行“三个一”代办模
式，即企业只需提交一份申请、一个证
件、一张名片，工商注册等均由园区政
务中心全程代办、限时办结。

引进来，还要“安好家”。 为了助推
企业发展， 湘乡经开区还从产业扶持、
税收奖励等方面向企业“让利”。 比如，
优先保障新引进的符合产业发展规划
的工业类项目用地，其土地出让价格按
照基准地价的70%挂牌；自投产之日算
起， 企业的年创税收达到每亩10万元，
按企业所交税收形成的本级财力部分
的30%给予奖励；亿元产业发展基金支

持扶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对成功上市
的企业给予100万元补助等。

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 为了
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 湘乡经开区
“补”与“培”两手抓：一方面，为企业引
进的高层次专家免费提供住房， 且每
人每年补助3万元；另一方面，推动校
企深度合作， 多频率开展劳动用工招
聘会、加大就业培训力度。 今年共新增
就业人员2000余人。

环境优带来快发展。 前三季度，湘
乡经开区共引进项目28个， 合同引资
73.15亿元； 完成技工贸总收入566.27
亿元，同比增长8.08%；完成财税收入
4.9亿元，同比增长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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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肖玲） 记者今天从长沙县商务
局获悉，今年1至9月，该县实现外贸进
出口额83.5亿美元， 同比增长73.7%。
其中,出口50.4亿美元，增长93.9%；进
口33.1亿美元，增长49.9%。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 不仅在
于速度的强劲增长， 更在于质量的稳
步提升。 据介绍,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
产品成为长沙县主要出口产品， 占比
79.6%。 数据显示， 机电产品出口额
28.6亿美元，增长67%；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额11.5亿美元，增长75.9%。

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 来势看
好。 作为行业龙头，湖南三一港口设备
有限公司实现进出口额7195万美元，
增长55.4%。 三一重工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中攻城略地，
底气来自于创新， 每年将5%以上的销
售收入投入研发，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今年，又联合华为、中兴、移动、联通等
多家重量级企业推出5G神器， 远程控
制千里之外的挖掘机进行无人作业。
此外，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进出口额1.1亿美元，增长61.8%。

在公布的数据中，记者留意到，长
沙县进口消费品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汽车和汽车底盘进口2.1亿美元， 同比
增长103.5%； 农产品进口6897万
美元，同比增长111.9%。

进出口的增长离不开通道的
畅通。 近年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先后获批为进口冰鲜水产、食用水
生动物、药品、水果等指定口岸，开

通了长沙至北美、胡志明市、达卡等多
条全货运定期航线。 今年前三季度，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已累计进出口货物
36782.4吨，同比增长38.95%。

截至目前，长沙县已与180余个国
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其中，同“一带
一路”沿线64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
据统计，长沙县对东盟、“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欧盟等传统贸易国家与地区
进出口增势明显， 分别增长111.5%、
73%、31.4%。

长沙县 交出外贸亮眼成绩单
前三季度进出口额逾80亿美元，“智能制造”来势好

11个初心故事
感动星城

长沙举行先进典型巡回报告会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
长沙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
巡回报告团在长沙人民会堂举行首场报告会。报
告团成员先后登台，讲述同事、亲人或是自己的初
心故事。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于勇从警15年来用
生命守护生命，他说“很庆幸，我的青春有穿警服
的样子”；市城区排水设施运行服务中心机电维修
班班长贺光明在又脏又臭的积水井工作30多年，
这是他对“一次选择、一生坚守”的最好回报；岳麓
区橘子洲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学堂坡社区党总
支书记余海艳扎根社区20年默默奉献，在她眼里

“干社区工作没有小事”；湖南龙骧巴士7路线驾驶
员吴晓红26年安全行车130万公里， 她把10米车
厢当作自己的家……

11位优秀共产党员，11个初心不改的故事，
1000余名干部群众共同聆听、深受感动。据了解，
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近期，报告团将
分赴各区县和一些学校、军营、企业,共计开展16
场报告会。

第三届中国（湖南·桃源）
硒博会在长沙开幕
现场签约40.58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鲲）今天上午，第三届中国（湖南·桃源）富硒功
能农产品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现场共签约富硒产
业投资项目1个、 富硒农产品产销订单合同15个，
签约总额达40.58亿元。

本届硒博会由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和桃源
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与第四届中国富硒农业发
展大会合并举行。 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富硒企业
负责人等800余人齐聚一堂， 围绕“打造富硒品
牌、推动提质增效、发展功能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这一主题，共商富硒产业发展大计。

近年来， 桃源依托丰富的天然硒资源和独特
的生物转硒专利技术，全面实施“硒+X”战略，着
力培育“1+2+N”富硒产业体系；通过连续举办硒
博会，成功打响了“中国硒乡·硒旺桃源”公共品
牌，为富硒农产品插上腾飞的翅膀。

截至目前， 桃源县共有34家企业参与富硒农
产品开发， 发展富硒产业基地56个， 基地面积达
41万亩，已开发富硒优质农产品26类83种172款，
2018年销售富硒产品12万吨， 实现销售额33.9亿
元。 该县先后获评“中国十大富硒之乡”“中国硒
乡”“中国富硒稻米之乡”“湖南省富硒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示范县”等称号。

大会宣布袁隆平院士担任中国农业技术推广
协会特聘专家， 指导协会富硒水稻研究与产业发
展工作， 并为落户桃源的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富硒
农业技术示范基地授牌。

北湖区“智能管家”
管住百姓“钱袋子”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许文彬）记者今天获悉，郴州市北湖区纪
委监委日前通报了保和瑶族乡仙鱼岭瑶族村原村
委干部罗某，虚报冒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问题。
2016年至2017年，罗某在担任仙鱼岭瑶族村临工
委委员期间， 申报冒领村集体所有的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金21185.5元 ,前不久，罗某受到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据介绍，该起案件的被查处，源于该村村民运
用“互联网+监督”平台的查询、投诉功能，对其所
在村组干部涉嫌虚报冒领问题的投诉举报。

北湖区“互联网+监督”平台，汇聚民生资金、
村级财务、“一卡通”三大板块数据，群众用手机一
键即可快速了解惠民政策、资金明细、项目进展等
情况， 如扶贫资金从拨付到使用的所有流程都可
查询， 实现了对每笔资金从上至下, 从部门到村
组、到农户、到项目的全程监督，是名副其实的“智
能管家”。

为有效提升“互联网+监督”平台的影响力，
今年以来，该区通过“精准扶贫大走访”、送戏下乡
等举措，深入村组（社区）开展平台的宣传推荐，擦
亮群众监督的“探头”。今年来，该区纪委监委受理
平台扶贫投诉件7件，立案2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人、组织处理3人。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廖桂林 杨春）10月24
日上午，“中国流动科技馆” 巡展芷江
站活动在芷江三中启动， 当地1000余
名居民和学生前来观展。

这次巡展为期两个月， 由中国科

协主办，中国科技馆、省科协承办，省
科技馆、怀化市科协和芷江县委、县政
府协办， 向公众免费开放。 巡展设置
“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
“数学魅力”“健康生活”“数字生活”等
主题展区，展出50件互动作品，还有科

学表演、科学实验等。
当天， 展厅内人头攒动， 有的体验

3D电视效果， 有的观赏变形机器人，有
的排队等待看球幕电影……芷江三中学
生江琴高兴地说：“流动科技馆让我感受
到了科技的力量，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

“解渴”枯水期 改善水环境
长沙龙王港
补水工程开工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王晗）10月24日，
湖南湘江新区龙王港枯水期河道应急补水工程开
工。该项目建成后，将对恢复河道水动力、改善区
域水环境、 提升周边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具有重
要意义。

龙王港是湘江一级支流，承担着防洪、排涝任
务，也是区域重要生态景观。这次开工的龙王港枯
水期河道应急补水工程由湘江集团湘新水务公司
建设，总投资约1.2亿元，是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重要子项目，将按照“活水循环”原则，采
取阶梯提升水动力和补充优质水源两大举措，增
加龙王港生态基流，提升河道以及咸嘉湖、梅溪湖
的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工程起点为龙王港河口，
终点为梅溪湖东湖泊，全长5.34公里，取水流量每
秒1.5立方米， 预计今年底可为龙王港下游段补
水，明年4月全线通水。

近年来，随着雷锋水质净化厂建成投运、南园
路水系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及河道清淤等高效推
进，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成功摘
掉了“黑臭水体”帽。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芷江

黑老虎种植
助农脱贫增收

10月28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独坡镇独坡村，果农在果园里
采收黑老虎果实。今年，该县种
植黑老虎近5万亩， 有效带动了
物流、果苗、种子、黑老虎后期加
工等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之
一。 李尚引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89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8
1000
8552

6
22
206

270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385
103581

435
283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8日 第2019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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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5750 元
01 0908 10 15 21 22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8日

第 2019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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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 1040 1348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73 173 272129

7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