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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贺理）10月24日起， 株洲市首批48名退
出领导岗位干部到村任职人员， 陆续到各地
组织部门报到。他们将分赴48个软弱涣散村、
贫困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领头雁”。

群众富不富， 关键看干部。 由于种种原
因， 株洲市部分村级组织仍存在干部素质不
高、战斗力不强的问题，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
一道坎。如何破解农村人才缺乏难题？今年8
月，株洲市委决定，结合加强“退二线”干部管
理，从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有意
愿去基层干事创业的人到村任职， 进一步推

动“人向基层走，劲往基层使”。
8月22日，株洲市委专门召开相关工作部

署会，正式向社会发布“招贤令”，动员市、县
四大家及直属机关单位、 国有企事业单位退
出领导岗位的干部踊跃报名。 此令一出，166
名干部以自荐或单位推荐的形式递交“志愿
书”。 经2个多月选拔， 最后确定48人到村任
职。 这些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 分别来自财
务、商贸、民政、旅游、科技等部门。

10月20日至21日，48名“准村干部”专门
接受了任前培训。据了解，这些选派到村的干
部，除享有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外，还享受村
干部相关待遇。同时，在不违反相关政策法规

条件下，到村任职的干部可在所任职村，从事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农业产业化项目。

“全面熟悉情况后，我将积极发挥自己的
优势，想办法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株洲市住
建局原副总工程师丁望生被选中后， 来到茶
陵县洣江街道渡里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他对搞好新的工作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王文隆）
10月26日上午， 在浏阳市100多位市民的
见证下， 全长13.765公里的金阳大道一期
（永安-洞阳）通车。这条由浏阳直通长沙
城区的无费快速路全线拉通后， 将大大降
低交通成本，有力助推县域发展。对浏阳融
入长沙意义重大的公路———南横线， 也将
于11月初开工。该市镇头镇干部职工为南
横线建设放弃国庆休假， 短短数天完成了
沿线10公里规划路段的征地测量工作，目
前正为迎接开工做最后清表。

从园区到乡镇， 浏阳项目建设正以喜
人态势快速推进。1至9月份， 全市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637.2亿元， 同比增长
16%。在浏阳经开区及浏阳高新区，蓝思科
技三期、 启泰物联网产业园等数十个项目

建设齐头并进。前不久，穿越浏阳多个乡镇
的蒙华铁路项目提前1年贯通连云山隧道
1—2#区间。金阳大道二期在抓紧建设，三
期已完成环评、 国土预审等13项省级手
续；金丰林、欧智通、李畋印刷包装线等项
目有望年底试运行；官渡古镇建设项目、环
保科技示范园等项目也在赶工。

“抓项目建设就是促经济发展。浏阳市
党代会提出建设省会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
性中心城市、挺进‘全国十强’的目标，我们
正以一个个项目为依托， 朝着目标奋力前
进。”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
说，浏阳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积极作
为，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创新创意、交通物
流等方面抢抓新机遇、推动新跨越，为早日
实现“两个中心、全国十强”目标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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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尹超 通
讯员 王文平 侯书军）近日，记者在澧县采
访时看到，沅澧快线、戴家湾码头、汽车总
站、澧北干线等水陆交通项目在抓紧施工，
建设场面热火朝天。这是澧县全面开展“区
域交通大会战”的场景。

据了解，8月底召开的澧县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建设“洞庭第五极、澧水中心城”，
要求实现县域经济、城市建设、区域交通、民
生事业“四大跨越”。县委书记邹如龙表示，
希望通过全县人民不懈努力，加快建成经济
强劲的实力澧州（澧县古为澧州）、城乡一体
的宜居澧州、山清水秀的美丽澧州、充满生
机的活力澧州、平安和谐的幸福澧州。

为推进“澧水中心城”建设，党代会后，

澧县全面开展“区域交通大会战”。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投入近300亿元，实施交通
项目33个，构建“十纵八横”路网。“十纵”包
括东常高速、枝石高速、襄荆常高铁等，“八
横”包括安慈高速、G353临江大道、沅澧快
线2号大道、澧北干线等。并通过疏浚澧水
航道，建设码头以及通用机场等枢纽工程，
建成水陆空现代立体交通大网络。

为使会战取得预期成果， 澧县成立了
以县委书记为政委、 县长为指挥长的指挥
部，要求一个项目一个县级领导牵头、一套
工作班子主抓、一个方案推进，并建立了现
场督办、定期督查、限时办结责任机制。目
前，东常高速已全线贯通，澧州大桥、城头
山旅游公路等已建成。

浏阳为挺进“全国十强”蓄能量
1至9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7.2亿元，同比增长16%

澧县开展区域交通大会战
“十三五”将投入近300亿元，实施33个项目

株洲48名“退二线”干部当“村官”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姚进群
石科圣 记者 杨军）“兰溪河的水质变得好多
了。以前水是黑的，还发臭，现在变清了，在河
边散步很舒服。”10月28日， 益阳市赫山区兰
溪镇枫林社区居民肖素先说。 记者站在河边
亲水平台，轻风吹过，河水荡漾着清波。

据了解， 益阳市大力加强河湖水环境整
治，构建和谐人水关系。近3年来，先后投入10
亿多元，对境内20多条河流、35个内湖进行治
理，水生态环境逐渐向好。

益阳市境内河湖密布， 是著名的“水窝
子”。受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部分地方水污染加重，河湖水质变差。近
年来，该市实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
制订了水利专项规划， 把河湖水生态治理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2013年开始， 对志溪
河、兰溪河进行整治，清除工业污染源，并将
“两河”流域500米范围内划为畜禽禁养区。还
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严控农业污染。目
前，“两河”流域已整治工业企业66家，关停69
家。 以前志溪河水质基本为Ⅴ类， 现在经检
测，7个地表水断面中，有3个水质为Ⅲ类、4个
为Ⅳ类。

同时，益阳市实施水系改造、连通工程。

已先后完成黄家湖泵站、 团洲泵站等重点水
系连通工程。兰溪河原来是条“哑河”（指没有
水流的河 ,由河堵塞而成），通过投资2300多
万元，建设团洲水利枢纽工程，引入资江水，
使原来的死水变为了活水， 增强了水体自我
净化功能。

益阳市还大力推进沅江“五湖连通”、南
县南茅运河生态走廊以及资江益阳城区段风
貌带建设， 河湖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沅江市
“五湖连通”后，整个城区形成了水清可游、岸
绿可憩的新景观。目前，沅江“五湖公园”正在
申报国家4A级景区。

益阳投入10余亿元治理河流内湖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贵勇 ）10月28日下
午，由中宣部主办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
艺术团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来
到中国工农红军转兵之地———通道侗族自
治县， 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侗乡儿女欢
聚一堂，载歌载舞，唱响幸福。

此次慰问演出以 “青山绿水家园情、
扶贫攻坚迎小康”为主题，以通道革命老区
为演出地，以通道萨岁广场为主会场，另设
国家４Ａ级景区万佛山、４Ａ级景区皇都
侗文化村、 中国申世遗预备名单地芋头古
侗寨、 通道转兵纪念地县溪红色小镇及侗
锦织造基地枫香侗寨5个实景小分会场。慰

问演出以欢快的开场歌舞《心连心》拉开序
幕， 来自广州恒大歌舞团的演职人员满怀
激情地把侗族人民的大气热情、 能歌善舞
和智慧才气充分地表现出来， 用歌声和舞
蹈展现了侗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

歌曲《幸福小康》、《我和我的祖国》、《老
百姓的好心情》展示了通道各族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的生动写照，《多情的土地》、
《相信幸福》、《万人侗族大歌》、《互动哆吔舞》
热情讴歌了侗乡党员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坚
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扎根基
层、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与不懈追求。著名女
歌手张也的《梦圆中国》将整场演出推上了高
潮，萨岁广场呈现一派欢乐的海洋。

10月27日，桂阳文化园“古郡城”工程正在施工建设。桂阳文化园是一座展示当地历史文化为主题的
城市公园，占地2160亩，总投资约5亿元，预计今年底完工。古郡城内建有桂阳文庙、昆曲馆、博物馆、古戏
台及民俗文化商业街等仿古建筑。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桂阳“古郡城”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何继凤 黄潜 何红福）省考古研究所湘
南调研组日前宣布， 在道县洞尾岩考古挖掘
出了10多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器和上百种动
物化石，距今2万年左右。这一发现，为探讨湘
南地区现代人的社会文化和生存行为等提供

了新的资料。
洞尾岩位于道县审章塘瑶族乡境内，海

拔约200多米。在洞穴口，有一处深1.5米的探
方。省考古研究所领队李意介绍说，他与他的
同事和当地村民， 在探方里共挖掘出了10多
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器，其中多为砍砸器。

据了解，继玉蟾岩、福岩洞
两个考古发掘项目获得大量古
人类信息后， 为进一步了解古
人类在永州南部更详细的生命

演化信息，从10月20日开始，省考古研究所专
家赶往道县，以该县为同心圆进行道县、宁远、
江华、江永湘南灰岩地貌洞穴遗址调查。经过
多次实地调研，选定了洞尾岩进行挖掘。

截至10月25日， 省考古研究所已在洞尾
岩挖掘出土了10多件旧石器时代打制器和上
百种动物化石，包括鹿、竹鼠、野猪等。经初步
认定，此洞穴的打制器和动物化石均为2万年
左右。考古专家还将对其探方再向下挖掘，并
对洞穴的其他处所进行考古挖掘。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周
怀立 ）今天下午，株洲首届网红模特
大赛正式启动海选。 此次活动是中
国湖南（株洲）第三届电商峰会的子
活动。本届电商峰会将围绕“创变未
来·新经济模式”，主打“网红经济”
和“智能购物新经济模式” 两大特

色。
本届网红模特大赛将集合本地专

业电子商务公司、模特经纪公司、网红
经济公司、摄影造型公司、本地品牌服
饰联合会、裤业协会共同打造，辐射长
株潭3地，旨在帮助株洲企业和产品更
好地推向全国。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余杰
贾星 胡建根 记者 杨军）10月27日， 南县
烟花爆竹联合执法大队对收缴的4298件
违规烟花鞭炮进行集中销毁。

今年以来， 南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打非治违和隐患整治等专项行动，净
化烟花鞭炮市场。由县公安、安监、交通、市
监等部门组成烟花爆竹联合执法大队，经
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共收缴各类违规
烟花鞭炮4298件，总价值17万多元。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黄才理 刘建业） 今年，新
田县地税、国税部门建立“联合办税、
管户、汇缴、处罚、宣传、稽查”办税新
平台。简化办税流程44项，减少征税成
本40%以上，办税效率提高30%以上。

到目前， 双方交换各类信息700
余条，通过信息比对，发现并解决征管
问题223个，税收征管良性发展。截至
10月20日， 该县入库地税收入21435
万元， 剔除营改增因素， 同比增长
21.69%。

载歌载舞 欢乐侗乡
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走进通道

道县洞尾岩发现旧石器时代打制器
距今2万年左右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严非平）10月28日，华容县章华镇护
城机瓦厂的一大片地块里， 两台大马力机
车隆隆作响， 划着巨大的弧形进行深松整
地作业。

这片土地的户主叫唐红星， 今年在章
华镇和治河渡镇流转土地500亩。 今年3
月， 唐红星在章华镇拿出100多亩地尝试
深松整地。“深松整地后种植的冬瓜比常规
每亩多收获500公斤左右， 红菜薹早上市
10天，当季增产10%以上。”唐红星喜不自
禁地说，目前他正对200多亩旱地深耕，栽
种迟熟菜薹。

今年3月，华容县农机局在章华镇进行

对比测试发现， 相对于传统的13厘米至15
厘米旋耕，采取深松作业的耕层每加深1厘
米，每亩土地可增加2立方米左右的蓄水能
力，深松达到30厘米的地块，每亩可多蓄水
30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土壤水
库”。 县农机局局长夏金明说：“这项新技术
颠覆了传统耕作模式， 将几千年来的犁翻
碎土改成垂直旋削碎土，打破了土壤‘犁底
层’，农作物增产效果可以持续2至3年。”

据悉， 这是华容县首次承担国家农业
部农机深松作业的试点任务， 计划完成农
机深松整地15万亩。目前，该县共出动大型
拖拉机10多台，每天可完成作业面积1200
多亩。

华容计划深松整地15万亩

南县销毁4000多件违规烟花鞭炮新田创新办税平台

株洲首届网红模特大赛启动海选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通讯员 黄海洋
记者 周月桂）深秋菊香浓，今天的双峰县
锁石镇大溢塘村，菊韵浓郁、诗意盎然。双
峰第八届菊花（县花）文化节在这里拉开帷
幕，展出了2万余盆菊花，上万名游客在此
赏菊、咏菊、画菊，同时也体验农耕文化、品
尝乡村特色美食。

菊花文化节展出了72个品种2万余盆
菊花，经能工巧匠精心设计，组成“劲牛”
“孔雀”“盘龙”等图案，引得游人纷纷留影。
据了解，近年来，锁石镇依靠“鲜花产业”，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连续6年承
办双峰县油菜花旅游文化节， 在省内小有
名气。目前，该镇已形成了以“春油、夏葵、
秋菊”为特色的鲜花产业。此次展出的菊花
由锁石镇花之缘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目
前，合作社共吸纳6500余农户，其中730多
名精准扶贫对象由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和
技术，实行保底销售。合作社负责人王旺盛
表示， 明年会发动更多的农民加入菊花种
植，规模扩大到20万盆，成为湘中最大的菊
花种植基地。

菊韵浓郁 诗意盎然
双峰“鲜花经济”美村富农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939613
0 153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6
831
8913

4
13
204

234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957
103848

309
250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0月28日 第2016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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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009 12 23 25 29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0月 28日

第 2016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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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 1040 841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81 173 204313

7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