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吴
贤清 ） 新化县地税局积极应对“营改
增”带来的税收征管难题，从源头着手
严防税收流失，取得明显成效。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 该局今年前10个月累计
入库地方各税3.3亿元， 剔除营业税不
可比因素， 同比增收6245万元， 增长
19.5%。

新化县地税局局长孙荣军介绍，堵
住税收漏洞关键是严把以下“四关”。严
把“支付环节关”。截至10月底，已检查

单位65家，追补税款189万元；严把“产
权办证关”。通过此举控管纳税人165户，
新增入库税款1595万元；严把“国地合
作关”。前10个月，国地税合作控管纳税
人1878户次，新增入库税款586万元；严
把“责任追究关”。由财政部门实行全额、
差额预算拨款的行政、 事业单位和社团
组织，凡因未执行税收规定，造成税款流
失的，由责任单位追缴流失的地方税费，
并交由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当事人和主管
领导责任。

严把“四关”堵漏洞

前10个月新化地税收入增长19.5%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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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陈湘 申腊香）11月24日， 新邵县紫玉
淮山上网团购，不到5小时，就售出2万公斤，实
现销售收入30万元。 运用电子商务推销农产
品，这是新邵县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的举措之一。

新邵县农产品丰富，但过去销路不畅、价贱
伤农，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今年
来，该县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推动电子商
务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大
力发展电商扶贫。县里邀请实战派电商专家，免
费培训600余人。 同时， 建设电商三级服务体
系， 县里筹建电商孵化园（创业服务中心），乡
镇、村分别筹建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现已建成

电商服务站（点）266个。与湖南供销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合作，建成“特色中国·湖南馆新邵县分
馆”。采取“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运营
模式，建立特色农产品资源和供应体系，创建了
农飨科技、紫玉农业、呱呱叫食品等电商企业；
开发紫玉淮山、下源水酒、富硒产品、玫瑰花、猕
猴桃、佛手、林竹、油茶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并加
强仓储、物流配送等建设。

一系列举措， 让新邵县精准扶贫搭上了电
商快车。由于电商便捷、低成本，当地农民纷纷
加入。 湖南紫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水源介绍， 今年其公司与县里100多户贫困
户签订合同，种植紫玉淮山600余亩,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每户可获纯收入5000余元。新邵玉
辉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从2013年起，在潭府乡发
动3900多名贫困村民， 建成优质猕猴桃基地
3700亩。今年挂果，产猕猴桃100吨，其中80吨
供应沃尔玛等超市，其余在网上销售，贫困村民
人均增收400多元。 明年产量估计将达500吨，
电商也将成为销售主渠道。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进科 ）“今年冬季， 我们对全镇
1000余处灌溉渠系进行摸排， 需整修渠道、塘
坝等500多处， 现已投入劳动力3000多人。”11
月28日，临武县舜峰镇党委书记王雄介绍，该镇
今年开展“兴水利、强基础、惠民生、促发展”水
利冬修行动，动员全镇人民积极参与，进一步解
决渠道不畅、塘坝失修、灌溉效率递减等问题。

今年，临武县大搞冬修水利，以促进农村精
准扶贫、水利资源均衡配置。抓住国家持续加大

水利投入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水利建设步伐，今
冬明春，全县计划投资1亿多元，新建、改建、扩
建各类水利工程2000多处，包括病险水库与堤
防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小农水”与安全饮
水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还建立农田
水利建设重点项目村遴选机制， 用项目申报村
公开“打擂台”的方式，遴选出20个村为农田水
利建设重点项目村。

临武县还采取措施， 激励广大群众参与水
利建设,并通过冬修水利推动精准扶贫。除了把

冬修水利项目重点向贫困村倾斜， 还优先安排
贫困群众到工地务工。在楚江镇一处“小农水”
工地，几十个农民在紧张有序地施工。工地负责
人介绍，施工人员中贫困群众占一半多，每人每
天工资100元左右，可持续工作40多天。

据了解，目前，临武县已开工冬修水利工程
1800多处，投入劳动工日110多万个，完成计划
投资60%多。冬修水利项目全部完工后，可新增
农田灌溉面积1950亩， 恢复灌溉9600多亩，改
善灌溉85500多亩。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唐淑梅）香港A＆A集团
投资1亿美元建设的服装工业园项目，近
日落户江华瑶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该
项目将建20条内衣及鞋、 袜生产线，可
年创产值11亿元。这是近5年来，江华经
开区引进的第188个项目。

据了解，近些年来，江华以打造新
兴工业县为目标， 以经开区为主要载
体，着力抓大项目、抓好项目。县里完
善重点项目考核机制，严格奖惩兑现，
确保储备项目尽快落户， 已签约项目
尽快开工，已开工项目按期竣工投产，
已投产项目满负荷生产。 江华经开区
先后引进了 13家上市公司和一大批

“中”字头公司，培育了以九恒集团、华
讯电子、 晟瑞电子等为代表的电子信
息，以九恒新能源、中国风电等为代表
的新型能源，以五矿稀土、正海磁材等
为代表的稀土新材料，以海螺水泥、紫
东建材等为代表的新型建材， 以坤昊
实业、锦艺矿业为代表的矿冶循环，以
栋梁木业、 温氏饲料为代表的农林产
品加工等6大产业。

近5年， 江华经开区累计利用外资
3.95亿美元，内联引资194亿元。近日，省
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数
据显示， 在对全省139家省级以上产业
园区的综合评价中， 江华经开区得分
100.07分，在大湘南3市排名第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刘颖 文芳

11月21日至25日， 安乡县人大、政
协“两会”如期召开，安乡县纪委监察局
遵照上级要求， 派出专门督查组全程监
督换届纪律， 审理室主任王文君成为了
督查组中的一员。

王文君负责深柳镇人大代表团，
这个团代表人数最多、 组成结构最复
杂、住地最分散，因此监督任务尤其繁
重……而作为史上换届纪律最严的本
次“两会”，又要求监督员全程驻团，与
代表同吃同住同会， 必须严格按照上
级规定“三查”“三报”，确保换届风清
气正。

面对如此重任，王文君忧心忡忡，但
仍欣然接受。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正处
特殊的时候，因为小儿正处哺乳期，又患
感冒，可她4天3晚都不能回家……她毫
不犹豫地决定：白天让家人在就餐时把
孩子抱到身边哺乳， 晚上9点后让家人
把孩子送到宾馆， 哄睡孩子后继续工
作。

11月22日，省委督查组将深入安乡

督导的消息传来后，王文君像往常一样，
从督查会风到督促每位代表按规定地点
餐宿，会场、餐厅、驻地都有她忙碌的身
影。每天深夜23点，她还在一个一个房间
敲门督查。

周松林代表家就在代表驻地宾馆
旁，其妻认为他没理由不回家住，便要丈
夫向督查组请假。 王文君得知后不厌其
烦地向周代表宣讲纪律要求， 并致电其
妻耐心细致地解释， 终于得到了夫妻俩
的共同理解。 有了她的严格把关， 深柳
镇人大代表团会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无一人违纪违规。

这次“两会”期间，正值县纪委年度
工作结账，审理室工作平时就忙，年底
审结回访任务更重。每到深夜，王文君
在完成当天任务后，都会拿出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开始查阅各项政策规定和法
律法规，撰写案件审理报告，入睡时常
常已到翌日凌晨2点以后。 女代表们得
知她在哺乳期还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
作，都劝她回家早点休息。而她淡然一
笑：“没关系。能参与‘两会’是我的荣
幸， 我是纪检监察干部， 就得带头守
纪！”

运用“互联网+”推销农产品

新邵精准扶贫电商助力
江华经开区领跑大湘南
近5年利用外资3.95亿美元，内联引资194亿元

王文君：“两会”政风“守护神”

临武冬修水利强基惠民
计划投资1亿多元，已开工各类工程1800多处

11月28日，冬日暖阳下，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桂
井村村民进行冬修水利建
设。当天，该街道启动辖区内
10余条水渠的清淤、疏浚、护
砌改造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冬修水利
好时节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初冬时节，寒风袭人。武冈市双牌镇四龙村
7700米长的渠道建设工地上，23位党员干得热
火朝天。 老党员王晋桂说：“曾书记带着我们修
渠道，荒芜了6年的水田又可以耕种了。”

王晋桂说的“曾书记”，指的是武冈市商务
局招商股股长曾一兵。今年1月，他主动请缨到
四龙村驻村帮扶，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真心来为老百姓干实事”

四龙村地处武冈市东北偏远丘陵地带，干
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劣，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我来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是真心来干

实事的。”一到村里，曾一兵就带领大家准确把
脉，找出村里的贫困“病根”，精准“下药”。

他瞄准村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将水样送
到省质检部门检测，发现水中富含硒等元素。今
年4月，引进株洲客商投资900余万元，建饮水
工程，解决全村3000多人生产生活用水，还安
排包括18个扶贫对象在内的50余位村民就业。

曾一兵看准村里优美的生态环境， 协调山
林用地100余亩，计划投入资金10余万元，帮助
村民夏付盛兴建土猪生态养殖基地。目前，夏付
盛建猪舍8栋，生猪销往衡阳、湘潭等地。现存栏
生猪1000余头，年销售收入几百万元。还吸纳
精准帮扶对象23人就业，每人月收入3000元。

他又通过“阳光工程”，发动村民喂养山
羊， 每只奖补20元。 如今全村山羊已发展到

1061只，可年增收100余万元。今
年10月，曾一兵还帮助村里建起
武冈市第一个农村电商平台。在
曾一兵带领下，四龙村今年已脱

贫63人。其扶贫经验多次受到省市表彰。

“曾书记为我们考虑很周到”

为全面掌握村情、 户情， 曾一兵吃住在村
里，每月在村里工作20天以上。他经常走访村
民，制定脱贫计划，扎进饮水工程建设等工地，
还为危房改造与水渠工程而四处奔波。

村里水渠工程矛盾较多，10多家承包商都
不敢做。为修好村里的致富渠，曾一兵挨家挨户
做工作，召开村组会议10余次。在他感召下，党
员干部带头垫资90余万元， 村民无偿提供土
地， 大家齐心协力修渠。70岁的老支书肖时席
自告奋勇，带支队伍参与修渠。

“曾书记非常贴心，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
在水厂工地做工的危改户肖祥圳说， 在引进人
畜饮水工程时，曾一兵坚持“资产归村里所有，
客商只取得使用权30年”的原则，保证村民生
活用水费用全免、 生产用水只付电费的优厚待
遇，深得村民信任。

“村民想脱贫，没有产业就是空中楼阁。”曾
一兵说。如何发展村里产业？曾一兵与村支两委
班子一道， 正规划在明年种植1000亩油茶，建
立100亩特色蔬菜基地，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

扶贫路上贴心人
———记武冈市双牌镇四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曾一兵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47904
0 391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8
522
8233

4
12
185

205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327
99665

267
259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28日 第2016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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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14 18 21 26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8日

第 2016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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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1040 553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16 173 21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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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何云雄 蒋志全）“今年种了
6亩香芋，净赚3.8万元。收购商怕明年
订不到货，提前把明年的收购订单也签
了。”今天，记者在江永县桃川镇朱塘铺
村采访时，该村一组村民蒋运华兴奋地
对记者说。到目前，该县近5万亩还长在
田间的香芋， 全部按长势一般的8000
元/亩、 长势好的1万元以上/亩， 先付
30%至40%定金的标准，早已“名花有
主”，预计今年全县香芋生产总产值达4
亿元。

香柚 、香芋 、香姜 、香米 、香菇等
“江永五香”久负盛名，其中，该县每年
种植香芋达5万亩。近年，随着全国香

芋种植面积增加， 该县香芋的销售价
也曾起伏波动。为此，该县着力在推广
无公害种植技术、发展精深加工、推动
“互联网+”销售上下功夫，进一步巩固
“人有我优”的优势地位，实现优质优
价。

同时，该县加大政策支持、信贷扶
持力度， 全县发展香芋加工企业20多
家，年加工香芋脆片、淀粉等2.6万吨。
该县还抓住被列为“农村电子商务全
国性示范县”的契机，通过互联网拓宽
香芋等农产品销售渠道。 该县允山镇
“湘村驿站” 老板何镇文向记者介绍：
“这段时间，我的网店每天销售香芋近
1吨。”

香芋在田间 定金早到账
江永预计今年香芋生产总产值达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