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朱涌 李飞）12月7日，记者从石门县
地税局了解到， 自8月底该局与县房地产
管理局合作， 推出购房人缴纳契税后即可
办理购房合同备案的便民新举措以来，取
得良好经济与社会效益。

以往，购房人在签订购房合同后，要到
房 管 部 门 备
案， 再要等到
办理产权登记
时才能缴纳契
税。现在，签订
购房合同后，
10日 内 需 到
地税办税窗口
缴纳契税，缴

税后即可办理合同备案。同时，明确房地产
企业要填写缴税通知， 并一次性告知购房
人办理缴税、备案事项所需准备的资料、办
事流程等。 地税部门也同步在房屋交易中
心设立办税窗口， 购房人在这里可“一条
龙”办好契税缴税、合同备案等事宜。县地
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一便民举措解决
了购房从签订合同到房屋交付使用时间过
长，以及办理备案登记不及时、逾期缴纳契
税产生滞纳金等问题，简化了办事流程，减
轻了纳税人负担。

石门县新举措推出3个多月来， 入库
自然人纳税人契税2424笔1977万元，远高
于今年头8个月的1376笔、871万元。 契税
一跃成为县地税局在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
之后第3大主体税种。

石门打通契税缴纳“最后一公里”

北湖区全域旅游拉动经济
近两个月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3亿元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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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唐文利 黄信粼）郴州市北湖区
委书记蒋利民近日表示，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召开后， 该区多次围绕省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的“全力塑造‘锦绣潇湘’旅游品牌”这一目
标， 研究北湖区全域旅游如何实现生态、文
化、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调度推进旅游项目
建设，把全域旅游这一经济新增长点放大。

近年来， 北湖区把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作为壮大旅游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带
动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来抓。 该区充分发挥
郴州市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 先后被评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中国最美生态休
闲名区； 该区爱尚三合绿色庄园被评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小埠古村被评
为全国五星级休闲农业示范庄园等。

今年，该区以举办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为契机，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提出以郴州大道、南岭大道、X090线、郴仰
公路等主干道为轴心，打造“一心二园三带”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格局,即都市文化体验中心,
城市农业园、农产品加工园,西河两型农业经济
带、民俗文化体验带、花果生态经济带。

通过大力度的旅游项目建设，该区城区旅
游综合集散服务中心、 西河旅游风情景观带、

仰天湖草原旅游发展带等布局基本成形，还串联
起了古村民俗体验游等5条乡村旅游线。城市、乡
村、园区、景区融为一体，整个北湖全域旅游版图
越来越清晰。 仅今年9月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开幕至11月底, 北湖区近两个月接待
游客数就突破20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12.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8.6%、60.1%，全域旅游
成了该区今年经济最大的亮点。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梁利 ）今
天，蓝山县文物所工作人员，
在该县毛俊镇邓家围村发现
一处保存完好的清代四合院
（右图）。

经文物所工作人员考
证， 这座四合院建于清代道
光年间。 今年70岁的屋主人
厉忠怀介绍：“四合院是从太
爷爷手上传下来的。”

记者看到， 四合院的房
屋为青砖结构， 只能从一处
门楼进出。 院内的空坪铺着
平整的河卵石， 房顶飞檐翘
起。木质门窗全部雕龙画凤，
墙壁转角处石雕精美。 虽历
经岁月， 四合院当年的盛景
依旧可见。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胡晓建 戴宇飞）12月5日，记者在邵
阳市大祥区学院路街道雨溪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看到，这里场地宽敞，活动室、阅览室、
健身室、日间照料中心、医疗保健室等一应
俱全，数十位老人在聊天、打牌、看电视、搞
运动等，其乐融融。社区党支部书记唐登丰
介绍，这里处于城乡结合部，空巢老人多，社
区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成了众多老人的幸
福之家。

据了解， 近年来， 大祥区把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作为大事来抓，逐步完善了养老

保障体系。每年为低保户中75岁以上失能、半
失能老人发放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为全区低
保、五保、城镇“三无”老人及优抚对象、失独
老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为90至99岁老人发
放高龄生活补助， 为百岁及以上老人发放长
寿保健金，惠及老人6640余名。

同时，大祥区进一步搞好养老服务，让老
年人更多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以社区
（村）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初步形成以
政府兴办的老年福利机构为示范、村（社区）
服务为依托的养老服务新格局。目前，已投资
2000多万元， 建成国家级养老服务示范点1

个、省级13个、市级3个、区级8个，社区养老服务
站11个。各站点不但硬件齐备，还成立了老年协
会，加强老年人自我管理和服务。

在区里推动下， 大祥区各级各单位和82个
各类老年协会还经常组织老年人，举办球类、舞
蹈、歌咏、书画、剑术、象棋等文体活动，努力提
高老年人生活品质。 城南街道白洲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是民政部养老服务示范点， 经常来此参
加活动的老人有200多人， 今年来组织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10余次。 中心舞蹈队队员、70岁的
李爱华说：“有了老年活动中心后， 我们的日子
过得充实多了。”

大祥区养老保障服务升级
建成各级养老服务示范点、服务站36个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今天，由岳阳市残联、人社
局主办的岳阳市首届残疾人创业就业“双
十佳”表彰大会，在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心
举行。赵氏盲人按摩中心创办者赵忠球、白
象方便面生产残疾人就业项目等20个创
业就业明星和就业项目获奖。

为激励、 引导和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
创业就业， 营造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创业
就业良好氛围，在岳阳市委、市政府的关心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宣传发动、县级
推荐、海选入围、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岳

阳市国强小提琴培训学校校长王国强等
10人获评“十佳残疾人创业就业明星”，拓
福家纺残疾人就业等10个项目被评为“十
佳吸纳残疾人就业项目”。

颁奖大会上， 湖南省自强模范、 歌手曾
曦，湖南省自强模范、歌手游舰给观众带来了
催人奋进的歌曲《拯救》《选择坚强》；盲人二
胡演奏家李鹏奇和盲人学生郑石鳞带来了荡
气回肠的二胡合奏《战马奔腾》；“十佳吸纳残
疾人就业项目”获得者、湖南湘北残疾老兵歌
舞团带来的舞蹈《超越梦想》振奋人心；著名
残疾人歌手胡倩梅演唱了《父老乡亲》。

岳阳表彰残疾人创业就业“双十佳”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唐莉 衡轩）12月8日上午， 在衡阳
市举行的抗战档案史料暨名家书画作品捐
赠活动中，当地9名社会人士共向衡阳市档
案局（馆）捐赠抗战档案史料180余件、书
画作品220余幅。

衡阳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间
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今年来，
该市档案局（馆）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广泛
征集档案，丰富馆藏，打造门类齐全、内容
丰富、结构合理、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
体系，服务地方文化建设。通过上门征集、

邮发征集函件、印发征集文件、发布征集
通稿、组建征集网络等多种途径，扩大征
集范围，广泛收集散存在机关单位、社会
组织、 个人手中的真实反映衡阳发展历
史、人文轨迹、社会变迁和地方特色的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档案资料。

此次捐赠的档案史料中， 包含衡阳保
卫战的珍贵史料， 其中有日本人所拍摄的
照片、军事邮便（邮政）160张，抗战时望远
镜等实物档案5件，《衡阳忠义录》审编稿及
抗战图书、杂志18本。此外，还捐赠衡阳名
家书法作品100余幅、画作120余幅。

衡阳社会人士捐赠抗战档案史料蓝山发现
保存完好的
清代四合院

� � � � 12月7日，蓝山县毛俊镇邓家围村清代四合院正房。 梁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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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36 1 5 0
排列 5 16336 1 5 0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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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芽糖飘香百红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张友亮

12月8日，冬日暖暖。记者走进石门县
三圣乡百红村， 一股麦芽糖的香气扑鼻而
来。

来到生产作坊，一位员工热心介绍，他
们用的是传统工艺，先把小麦浸泡，发芽长
到两三厘米长，培育出含淀粉酶的麦芽。再
把大米洗净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
发酵出汁液, 将汁液滤出后用大火煎熬成
糊状，冷却后即成“纯手工，原生态”的琥珀
色软稀麦芽糖。

记者得知， 制作麦芽糖是这个村的传
统。过去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熬一小锅待
客。随着食品业发展，这门传统手艺逐渐消
失。 村支书陈家云说：“我们村是省级贫困
村，这几年在各级政府帮扶下，群众生活有
了较大改善，但至去年底，仍有54户198人
没有脱贫。今年1月，村里在外打工的戴飞
舞、盛孝化、张毅回家过年，他们聚在一起，

商议回村办企业。今年2月，他们投资40多
万元，办了一个食品加工作坊。没想到，麦
芽糖很好销，到上月底，已产2500多公斤，
实现销售额15万元。”

戴飞舞等人介绍，他们是利用互联网，
通过电商、微商平台，才让麦芽糖飘香各地
的。 颇有经济头脑的戴飞舞感慨地说：“传
统的麦芽糖受到消费者青睐， 主要是抓住
了人们崇尚原生态的心理。 百红村本身就
是个生态村。 我们准备增加品种、 扩大规
模，把当地高山有机蔬菜、土猪、山羊、黄
牛、土鸡、腌菜、土蜂糖、板栗、核桃等土特
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国内外市场。”

村支书陈家云插话，“常德市委驻村扶
贫工作队正将这个项目作为重头戏来抓。
扶贫后盾单位常德市商务局投资10万元,
硬化了村里通往食品加工作坊的道路 ,前
两天还帮助成立了石门县百红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百红食品加工厂。预计到明年，全
村人均年收入一定能突破6000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8日

第 2016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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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1040 44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93 173 154489

0 7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8日 第2016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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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16101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8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201501
11 2444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20
68105

1276624
13539444

41
2533
50226
541081

3000
200
10
5

0510 27 32 3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