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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晗）11月2
日， 全国工商联发布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价
营商环境报告,长沙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城市
跻身全国营商环境十强。 在这份成绩单中，作
为衡量城市营商环境水平重要标尺的“获得
电力”指标提升明显，电力高压、低压客户办
电服务平均时长降至45.8天和4.2天， 分别压
缩20.4%、32.37%。

今年是长沙市“营商环境优化年”，国网
长沙供电公司铺排优化服务模式、 降低用电
成本、精简办电时限、加强电网建设等6大专
项活动、55项任务清单，于加减之间做实供电
服务，打造“获得电力”的长沙新名片。 尤其是

该公司主动对接园区、 企业的发展和用电需
求， 全面实行10千伏及以上大中型企业客户
省力、省时、省钱“三省”服务和低压小微企业
客户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三零”服务，推
动了企业客户办电环节、接电时间、办电成本
等“获得电力”再升级。

优质服务做加法。在精简办电流程上，长沙
高压、低压客户用电报装环节缩减20%，企业凭
有效身份证明和物业权属证明即可申请办电。
在提升服务效能上，17个水电气综合服务窗口
进驻市、区两级政务大厅和省级及以上园区“就
近办”，同时积极推行“网上办”，线上办电率达
87.91%。

用电成本做减法。 长沙在全省率先实行
电网投资界面延伸至用地红线内， 一方面将
低压接入容量标准提高至中心城区140千瓦
（其他100千瓦），实现小微企业客户接入电网
“零投资”； 另一方面还对省级及以上园区客
户等项目红线外接入工程进行投资。 目前，已
累计为企业减轻办电成本近1亿元。

长沙通过开展电网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两年累计提升电网供电能力170万千瓦，
中心城区供电可靠率达99.99%。 据悉，2020
年，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还将投资156.75亿元，
投产、开工一批输变电工程，全面建成全国省
会城市示范电网。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书东 刘志军）11月3日， 祁阳县茅竹
镇三家村又来了不少游客， 游客们有的欣赏
美景，有的乐滋滋地在田间采摘蔬菜。 村支书
马春生介绍， 今年1到10月， 全村接待游客
21.9万人次，同比增加13%。

近年， 祁阳县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农
村土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旅游观光”农旅
融合产业。 该县集中流转土地，完善水、电、
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园等10多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吸引广东农
垦集团、温氏集团等多家龙头企业前来投资。
以此为示范,带动6个镇（街道）75个村发展起

现代农业，辐射面积达40万亩，使以前乱散种
植的农田， 成为阡陌纵横， 种植品种规划有
序，智能温室大棚林立的新景点，广大农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观音滩镇观音滩村村民
林进说，去年他和妻子在基地务工、土地入股
分红等综合收入达5万多元。

祁阳县规划和建设新农村, 推进旅游兴旺。
开展“一拆二改三种四清洁”行动，拆除危房空
心房，推进改水改厕，大力种树种花种果，清洁
家园水源田园能源，建设村民小广场、小游园、
民宿等旅游配套设施，精心打造“古村古景”“江
岸小村”等主题旅游点。 到目前，全县共拆除农
村危房、空心房、杂房、旱厕450万平方米，建成

旅游公路75公里，以及村级小游园、娱乐小广场
等170个。 潘市镇龙溪村突出农耕休闲、森林康
养特色，建成古院民宿、荷花湿地公园、白茶基
地、食用菌基地等项目，发展观光农业2000亩。
去年，村民人均增收超1000元。

今年1到10月，祁阳县农旅融合项目接待
游客659.13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43.8亿多
元，分别同比上年增加23.41%、14.93%。

别了，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
11月10日，长沙市西长街，街东侧的畜禽水产门面已被围挡围住，街道路面已开始前

期破路施工。 当天，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正式关停。 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自发形成于上世
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周边市民正常出行和居住。 开福区政府决定依
法关停搬迁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接下来将根据老城区有机更新要求对西长街进行整体提
质改造。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周小相）今天7时30分，2019常德柳叶湖
国际马拉松赛在常德市柳叶湖游客集散中心
鸣枪开跑，18000名国内外马拉松爱好者，用
奔跑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
共同领略70年来常德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

2019常德柳叶湖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
田径协会、湖南省体育局、常德市人民政府
主办。 今年“德马”规模在往届基础上大幅

扩增，共有18000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角
逐， 埃塞俄比亚选手Gobena用时2小时13
分24秒，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另一
名埃塞俄比亚选手Delesa以2小时44分1秒
斩获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

自2016年创办以来， 常德柳叶湖国际
马拉松赛一年一个台阶，2018年获得由中
国田径协会授予的“金牌赛事”荣誉称号，
入选中国马拉松赛事影响力前100强。

长沙开展微型消防站
技能大比武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
员 任翼）9日，长沙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
大比武决赛举行，26支经过层层选拔的队伍齐聚长
沙消防培训基地，就初期火灾扑救操和灭火器油锅
接力灭火操两个项目进行角逐。经过一番激烈较量，
长沙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获得初期火灾扑救操
项目第一名，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灭火器油锅接力灭火操项目第一名。

� � � �湖南日报11日10日讯 （记者 郑旋）9
日上午10时25分，一辆具有鲜明消防主题
特色的地铁列车从长沙地铁光达站驶出，
标志着湖南首列消防主题地铁正式开行。

该专列由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与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联合打造，以人员
流动最为密集的2号线为运行线，以“防
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为宣传主
题，分为6个主题车厢。 地铁车厢门和厢

体上均设计有消防卡通形象和各类常
用消防安全知识， 让乘客在乘车时，学
习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据了解， 该专列的运营时间从即
日起持续4周，长沙地铁站所有的电子
显示屏、电视屏幕
都将滚动播放消
防安全知识和消
防公益广告。

�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王文 ）
今年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泰斗欧阳予倩
先生诞辰130周年。 11月8日晚，在美丽的
浏阳河畔，浏阳市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
周年系列活动暨第六届欧阳予倩艺术节
正式开幕。

当晚，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来的三
幕世态喜剧《油漆未干》精彩上演。 众多个
性鲜明的角色， 充满曲折与矛盾冲突的剧
情，让现场观众沉醉其中。 11月8日至15日，

浏阳还将举行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
艺术交流座谈会、欧阳予倩生平展、优秀剧
目惠民演出、浏阳非遗展等活动，让群众在
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

欧阳予倩是从浏阳红土地上走出去的
中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教育家，一生编导话
剧、京剧、桂剧、歌剧、舞剧、默剧141出，电
影16部，著述论文、评论、随笔258篇，其作
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激励着人们的
爱国热情和激情斗志。

“德马”鸣枪 欢乐开跑

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
浏阳举办第六届欧阳予倩艺术节

新闻集装

湖南首列消防主题地铁专列上线运行

服务做加法 成本做减法

电力优化营商环境长沙

农田变景点 村庄成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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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10日

第 2019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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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040 931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644 173 457412

9 6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0日 第2019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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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5232013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0
二等奖 36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800136
15 555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662
160129
2497318
13781839

92
5105
97309
531382

3000
200
10
5

0704 09 15 2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