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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10月20日，中国石化长岭炼
化公司1200多吨液化气运至湘西州等地，
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燃料。 今年头9个月，
该公司液化气出厂量约40万吨，创历史新
高，有效满足了我省3200多万县乡居民的
用气需求。

“用液化气比用柴火要节省两三倍时
间。”10月20日中午，湘潭县中路铺镇群力村

村民彭立宗不到30分钟，就做好了饭。据悉，
近10年来， 群力村200多户居民逐步结束柴
火做饭的历史，用上了液化气。村党支部书
记谭述清说：“用上液化气，村民不再上山砍
柴，保护了山林。现在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超
过90%,这里面长炼的贡献也很大。”

长炼实施“以点带面”的液化气市场拓
展模式，在业务往来过程中，发现、培养合格
的县乡液化气从业人员，并向下游销售单位

推荐，以此拓展液化气经营网点，更好服务
县乡群众。目前，全省销售长炼液化气的网
点已增至600多个， 从事液化气运输经销者
达3000余人。临湘市忠防镇农民何源虎和村
民共同经营3家液化气销售点， 不但解决了
当地民用燃气短缺问题，还增加了收入。

为确保液化气产量和质量稳定， 长炼
编制液化气生产和质量管理标准， 增加液
化气化验分析频次。 他们还以市场调研大

数据为基础， 开发出10多个液化气品种，
满足了县乡区域家用、餐饮等需求。洞口
液化气经销商禹爱莲说：“长炼的液化气
耐烧火力好，一罐可用一个半月，餐馆老
板都喜欢用。”

近年来，长炼调整生产结构，多产液
化气，加快拓展县乡市场。去年，该公司出
厂液化气50多万吨， 与2010年相比增长
60%。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李永亮 通讯员 谭小洋）日前，北汽株洲基
地第100万辆整车下线， 标志着北汽株洲
基地既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绝对主
力军， 也成为株洲汽车产业强势崛起的中
坚力量， 有力推动株洲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株洲市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8.2%，是2016年以来最高增
幅。其中，以轨道交通、汽车、航空三大动力
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是强有力支撑。

株洲市沉着应对清水塘重化工企业关

停搬迁带来的困境，积极拓展新动能。紧盯
制造业转型升级， 着力将三大动力产业打
造成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积极
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提质升级陶
瓷、服饰两大传统产业。今年以来，该市新
开工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172个，总
投资近300亿元； 代表先进技术的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首破百亿元，增速高达67%；工
业技改投资增长30%。

坚持“创新驱动”战略，统筹推进以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为重点的全面创新，推动
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端。 该市轨道交通产
业获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试点，组
建国家级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中
心，建成投用新能源电机工程中心，建成全
球首个轨道交通转向架智能制造车间和首
条陶瓷、烟花自动生产线。先后攻克了高性
能离心风机、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碳陶新
材料等关键技术； 研制出时速400公里永
磁牵引电机和时速600公里长定子直线电
机。

今年1至9月，株洲全市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8.5%， 较去年同期提升1.6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30个门类中有21个实现
增长，12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尤其是
轨道交通、汽车、航空三大动力产业增长
42.4%，拉动规模工业增长8.2个百分点。

长沙启动
营商环境试评价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金慧）继长沙在全国优
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现场会作经验介绍后，今天，长
沙市举行区县（市）、园区营商环境试评价工作动员
会议，以评促改，以评促优。

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
长沙市参照国家、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立营商环
境试评价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全面客观反映各区
县（市）、园区“营商环境优化年”工作成效，查找短板
和不足，引导形成优化营商环境良性竞争。

据了解， 本次主要评价内容包括长沙市营商环
境优化年“四大专项行动”及“一圈、两场、三道”所涉
营商环境便利度等相关重点工作， 合理设置长沙特
色指标。 评价体系对标世界银行全生命周期指标及
国家发改委中国营商环境试评价新增指标， 大量采
用数量指标， 部分调查指标， 且针对每一个一级指
标，设计可以对照的二级数量化指标，验证营商环境
改善程度及效果，力求科学精准。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
手。”长沙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市“营商环境优化年”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谭小平要求， 接受评价的
各单位要高质量完成此次营商环境试评价工作，共
同推进长沙高质量发展。

株洲已形成
绿色公共交通网络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李永亮 郭力嘉）10月24

日至27日，交通运输部公交都市创建验收专家组对
株洲公交都市创建工作进行了全面验收。 专家组认
为， 株洲市总体上已符合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的要求。

株洲市自2013年启动公交都市创建以来，聚
焦创建任务，主动创新实践，探索了具有株洲特点
的创建模式，形成了“常规公交为主体、慢行交通
为补充、城际铁路为延伸、智轨电车为亮点”的绿
色公共交通网络。目前，该市共有公交场站31个，
停车场站面积35.2万平方米， 公共汽电车均场站
面积达到191平方米/标台，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该
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成，公交调度、
运营监管、出行服务等全面实现智能化管理。在全
省率先推行了全国一卡通互联互通、 移动支付等
功能，公交IC卡刷卡比率达到80%以上，公交服务
满意率达97%以上。

专家组建议， 株洲市要进一步在全社会根植公
交优先发展理念，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
城市交通精细化水平和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力争打
造成中小城市公交都市建设的新样板。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雄
李南曦）今天上午，湘潭市“学习强国”体验馆投入使
用，这是我省首家投入使用的“学习强国”体验馆。

该馆位于湘潭市雨湖区， 总面积约300平方米。
“这个体验馆，不仅可以阅览历史故事，还能看到实时
更新的时政新闻。” 雨湖区城正街居民郭志冬告诉记
者，“学习强国”体验馆内容丰富，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可
学习、可操作、可交流的平台。

湘潭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介绍，“学习强国”体
验馆设立了体验展示区、“学习强国”加油站、学习阅读
3个区域，配备了触摸式“学习强国”学习终端、投影、液
晶显示屏，设立了优秀学员展示栏、学习心得分享栏、
学习困难留言板。同时，该馆还收藏了3000余册图书，
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精准融合对接，实现了线上学
习和线下阅读交流的无缝对接。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通讯员
李昊明 庹锐林 记者 肖洋桂 ) 10
月28日，澧县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县
人民医院、县精神康复医院医生，到
该县涔南镇东田堰村、黑马垱村，为
140多名残疾人评定残疾等级，新
办或换发《残疾人证》。10月份，澧
县残联已下乡为1365名残疾人办
理《残疾人证》，为595名残疾人换
发新证。

以前，残疾人办证或换证，需要

先到镇 (街 )残联领取申请表，然后
到村、镇盖章，再到县级医院进行鉴
定， 最后到县残联设在县行政服务
中心的窗口办理， 偏远的村民办证
要跑几十公里， 花一两天时间还不
一定能办好。

今年9月，县残联启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后，在“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上做文
章， 创新服务方式， 联合县人民医
院、 县精神康复医院的医生下沉到

乡村评残鉴定，让残疾群众在家门口享
受服务。

小渡口镇华黄村毛道登今年87岁，
瘫痪多年， 儿子毛中明也年过六旬，智
力残疾，父子俩相依为命。由于离县城
30多公里，加上信息闭塞，父子俩一直
没办《残疾人证》。此次残联上门为他们
办证后， 他们很快获得残疾人补贴。毛
道登说：“要不是县残联上门办理，我们
很难办好证，更享受不到残疾人的优惠
政策。”

全省首家
“学习强国”体验馆
在湘潭投入使用

10月29日，蓝山县祠堂圩镇虎溪村，村民在参观刚刚修缮完成的古院落。该村是一个千年古村。去年11月在国家和省市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古村落保护修缮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包括黄氏宗祠、“树合山斜”古院落和纪念馆等在内的首批修缮工作
已基本完工。黄氏宗祠于本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梁利 摄影报道

保护古村落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31日
第 2019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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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 1040 1311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93 173 258289

3 8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31日 第2019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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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5493314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25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74072
1 938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89
71139

1302739
8227113

29
2547
46690
282959

3000
200
10
5

0311 26 27 2912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90 4 8 5
排列 5 19290 4 8 5 1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澧县残联下乡上门为残疾人服务

前三季度，液化气出厂量约40万吨，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度，三大动力产业增长42.4%，拉动规模工业增长8.2个百分点
先进制造业支撑高质量发展株洲株洲

加快拓展液化气县乡市场长炼长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