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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启动发行绿色扶贫债券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瞿云） 11月1

日，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简称“省金交中心”）与沅陵县政府
达成协议， 宣布在沅陵启动发行绿色扶贫债券。

沅陵是国家级贫困县，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省金交中
心总经理李治国表示， 省金交中心确定沅陵为全省第一家
发行绿色扶贫债券的县市， 旨在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为沅陵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帮助， 希望这项惠民举措在沅陵
生根发芽， 并给周边县市起到示范作用。

沅陵县委副书记、 县长周重颜介绍， 省金交中心在沅
陵启动发行绿色扶贫债券， 是实施金融精准扶贫的重大举
措， 也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务实之举。
下一步， 沅陵参与扶贫债券的单位将按照职责分工， 细化
分解任务， 指派专人抓好落实。

据了解， 此次省金交中心在沅陵发行绿色扶贫债券2亿
元， 分两轮发行， 第一期1亿元， 确定凉水井、 马底驿、 官
庄、 麻溪铺、 筲箕湾等5个乡镇先行先试， 资金将全部用于
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长沙“工业30条”首批细则发布
分为20大类， 共94项文件及内容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下午， 长沙市
发布“工业30条” 首批细则， 主要涉及规范项目收费、 降低
企业运行成本等。 细则分为20大类， 共94项文件及内容， 其
中细则及方案共74个、 直接执行条款20项， 涉及9个市直单
位、 13个工业园区、 3家电信运营商。

以降低用电成本为例， 长沙已建成智慧用电服务平台，
将企业用电管理引入智能化管理轨道，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此外， 12个园区针对重点先进制造业企业， 均出台电费补贴
细则。 如长沙经开区， 对年度工业产值在50亿至100亿元的
企业， 每家补贴80万元； 年度工业产值在100亿元以上的企
业， 每家补贴100万元。

细则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如对产值过亿元且税收过500
万元， 并承诺未来3年内企业产值与税收能实现倍增的工业
企业实施奖励， 奖金用于智能化升级改造、 购买管理提升服
务、 加大研发投入、 贷款贴息等。 同时， 有12个园区推出各
自的细则。 如浏阳经开区， 对经济规模增长较快的企业授予
规模奖， 对当年新进规模工业企业也给予奖励。

此次发布的细则将于近期全部发布在长沙市经信委网站
上， 企业及个人如有异议可直接向长沙市政府政策落地办或
市经信委投诉反映。

衡阳
资兴跻身国家园林城市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徐德荣）近
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关于命
名2017年国家园林城市的通报》，衡阳市、资
兴市名列其中，成功入选国家园林城市。

2011年，衡阳市作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的决策，2013年获得省园林城市称号。 在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过程中，该市严格按照住建部专
家提出的“以惠民利民为根本出发点，不急功
近利、不扰民伤财”的具体要求，坚持节约型创
建，全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努力把衡阳
建成景观保护得力、生态环境优美、绿地系统
完善、绿化布局合理、市政设施配套、城市功能
完善的生态宜居园林城市。至去年底，全市建
成区绿地率达37.04%、绿化覆盖率达40.4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39平方米。

通讯员 李丹 潘思荣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完成清早第一轮清扫保洁后，浏
阳市城区白沙路环卫工人欧阳玉兴走
进路边的回味牛肉面馆。“先坐一会，
面条马上就好。”店老板庞帅文先跟他
打了一个招呼。很快，一碗热腾腾的面
条端到了他面前。

这是由浏阳市文明办、 浏阳日报
社等单位在去年2月联合倡导，为浏阳
城区上早班的环卫工人提供的免费
“爱心早餐”。

到10月31日，这项公益活动已实
施20个月，共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
早餐”10.7万份。

“爱心早餐”源于一个朴素的愿望。
每年春节期间，店铺关门歇业，加班加
点工作的环卫工人却没地方吃早餐。在
浏阳， 一群爱心人士看到这个情况后，

连续两年在大年初一为环卫工人免费
煮早餐。浏阳日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了解到很多环卫工人每天四五点就
得起床，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有的人甚
至舍不得花钱去吃一碗面条。能不能发
动社会爱心力量，长期为环卫工人提供
“爱心早餐”？

去年2月14日， 浏阳日报社向社
会发出倡议， 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随后，浏阳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
城管局、市环卫局等部门积极支持，共
同成为“爱心早餐”发起单位。 经一段
时间筹备，完成了“爱心早餐”示范店
选址、就餐管理制度制订、标牌标识制
作张贴等工作。 浏阳日报社还与浏阳
市慈善会签订协议，所有对“爱心早餐”
的捐款纳入浏阳市慈善会统一监管。

从去年2月底起，浏阳城区环卫工
人开始吃上免费的“爱心早餐”。

“爱心早餐”活动倡议得到浏阳各

界人士积极响应。 运行20个月以来，共
募集社会爱心款78万元， 其中包括社
会各界捐款61.5万元，35家早餐店认领
67位环卫工人一年“爱心早餐” 折合
14.5万元，市民现场捐赠2万余元。

“近几年来，我几乎天天和环卫工人
打交道， 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们待遇较
低，大部分人生活较困难，而工作任务又
较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大家应当帮帮他
们。 ”曾3次为环卫工人“爱心早餐”共捐
款3万元的热心市民屈桂兰老人说。

去年倡导“爱心早餐”时，最先响
应的就是普通市民。而随着宣传升温，
许多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也发动职工募
捐。 浏阳爱心企业利通集团为一次捐
款6万元，浏阳教育系统发动学生捐款
3万多元……一位从网上了解到“爱心
早餐” 情况的外省游客在浏阳论坛留
言：“这是一座城市的大爱体现， 我真
的被感动了。 ”

武冈
扶贫干部向群众述职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熊烨）“感谢政府把我列为易地扶贫
搬迁对象，但离开了村子，以后生活怎么办?”
近日，在武冈市晏田乡坪山寨村，武冈市文
体广新局局长刘虎云就驻村帮扶工作向村
民述职时，被村民唐建新打断。刘虎云当即
承诺，将在搬迁地帮他联系保安、清洁工等
工作。

从10月24日开始，武冈市组织开展脱贫
攻坚“一述职两评议”主题党日活动，由帮扶
责任人向村里党员、村民代表述职，由党员、
村民代表对述职进行评议，将脱贫工作真正
置于党员群众有效监督之下。

目前，武冈市各级扶贫干部深入299个村，
面对30796名预脱贫人口，诚恳沟通交流，现场
核实收入，精准填写情况，如实当面述职，虚心
接受评议。 武冈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克俭说：

“下阶段， 我们各级帮扶干部将以评议结果作
为改进和加强工作的着力点和推动力，做到扶
真贫、真扶贫。”

岳麓区
向61家单位派驻9个纪检组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罗雅琴 姚学文)近
日，长沙市岳麓区纪委驻区城管执法局纪检
组挂牌，这意味着区纪委向61家区级党和国
家机关派驻的9个纪检组全部到位。

“进行派驻机构改革后，我的任务就是一
门心思干纪检，监督精力更集中，底气也更足
了。” 驻岳麓区城管执法局纪检组组长邹品德
说。这次派驻机构改革，岳麓区纪委全部采取
综合派驻形式， 即1个派驻纪检组综合监督多
家单位， 由原来34个派驻纪检组精简为9个派
驻纪检组，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02 日

第 2017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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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1340 88172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1203 223 268269

9 1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02日 第2017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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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3865261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22955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83
47080
999596
7111144

35
1808
37370
255604

3000
200
10
5

0206 14 21 3309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通讯员 赵永贵
石科圣 记者 杨军） 桃江县石牛江镇牛
剑桥村益农服务社负责人夏次龙最近忙
个不停，他在“益村”电商平台推销传统
手工制作的甜酒，接到不少订单。村里做
甜酒的村民扩大生产规模， 并解决了一
些贫困群众就业问题。

搭建“益村”平台，是益阳市运用“互
联网+现代农业”建设智慧乡村，推进农
村产业兴旺的举措之一。 该项目是益阳
市政府与58农业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去年
8月合作开发的，提供电子政务、电子村
务、电子商务等服务。 目前，“益村”平台

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APP3个
线上应用平台已拥有注册用户130万户。

为跳出单一农业， 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钱可赚的产业，
“益村” 平台积极引入第三方市场资源，
对农村市场进行创新创业孵化， 开发推
出了58农服百事通、惠民水站、串客农
庄等众多项目。 58农服百事通以微信朋
友圈与APP渠道， 解决农村信息孤岛问
题，构建农村信息生产、传播、聚合与互
动的特色农村互联网信息与服务平台。
一年多来，58农服百事通已覆盖益阳市
92个乡镇（街道），用户超过40万，累计

帮助1万农民就近就业，帮助2万农户卖
出农特产品。

串客农庄项目则担当起连接城乡的
纽带，建起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它一方
面整合农村资产、产品、旅游等资源，面
向城市用户提供优质农产品与特色农家
乐服务等，另一方面以共享形式，将城市
用户、资金、技术等带到农村，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串客农
庄已在益阳市落地运营， 推出的产
品主要有农产品认养、 农货定制和
共享菜园、田园采摘等。

借助信息网络有力支撑，“益

村”平台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今年上半
年， 益阳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0.38
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居全省第一；
安化黑茶、桃江竹制品、沅江芦笋、益阳
水产品和休闲食品电商销量， 高居全省
榜首； 桃江竹凉席电商销售额占全国市
场份额30％以上；益阳邮包出境量在全
省排名第二。

运用“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智慧乡村

益阳“益村”平台带动产业兴旺

新闻集装

“爱心早餐”温暖浏阳城

创意井盖画美化校园
11月2日，湖南农业大学，下水井盖上的卡通画吸引行人的眼球。 从上月开始，该校举行了井盖画创意大赛，通过投票评选出的优

秀作品，在校园内进行实地作画。“井上”添画，不仅美化了校园，还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陈新） 今
天上午，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 宣布第十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省会
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将于11月9日至11
日在长沙召开。 届时， 将邀请泛珠三
角区域9个省会城市市长和香港、 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中国市长协会
领导率团参会。 据了解， 会议将发布
《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
（长沙） 倡议书》， 确定下一届会议的
承办城市。

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市长联席

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合作交流平
台， 由国家确立的泛珠三角区域9个
省会城市， 即福州、 南昌、 长沙、 广
州、 南宁、 海口、 成都、 贵阳、 昆明
和中国市长协会联合主办， 9个省会
城市轮流承办， 每年一届， 由9个城
市市长率团参加， 并特邀香港、 澳门
特别行政区高级官员参会， 迄今已连
续举办12届。

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市长联席会议11月9日在长沙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