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通讯员 陈智勇
章文端 记者 周勇军）11月27日，在汉寿
县三建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80多
名工人忙着包装1500公斤大闸蟹， 准备
销往境外。 据了解，今年来，该公司已出
口水产品120吨，创汇500多万美元。

据了解， 汉寿县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
目前具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已有42家。今
年1月至10月，全县完成出口9959万美元，同

比增长20.76%； 全年出口额可突破1亿美元
大关，达到1.2亿美元左右。

汉寿素有“中国甲鱼之乡”“中国苎麻之
乡”“中国珍珠之乡”的美誉，是国家认定的重
点商品粮、棉、油、鱼生产大县及瘦肉型猪基
地县、淡水养殖大县、蔬菜出口基地县、优质
农产品基地县。 借助这些资源优势，近年来，
该县大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重点扶持食
品加工、特种水产、棉麻纺织、生物医药、五金

电子等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鼓励企业不断
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出华乐农业、岩下荣祺
食品、广源麻业、三建水产食品、新力华纳米
涂料、汉星机械等一批外向型企业。

汉寿还大打绿色牌，指导农产品加工
外贸企业建立自有生猪、棉麻、藠头、大闸
蟹、甲鱼、小龙虾等生态种养出口基地。 今
年，该县甲鱼、小龙虾、鸡蛋等农产品首次
走出国门， 其中甲鱼出口填补省内空白、

小龙虾出口填补常德市空白。 同时，不断
优化外贸(外资)企业投资发展环境，大力
开展招商引资“百日攻坚”“百日落地”活
动，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 对外来投资工业项目提供“七通一平”
项目用地，对重大投资项目实行“一事一
议”，对落户项目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模拟
审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加快了
“引进来”与“走出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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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志光)各种大型机器伸长臂膀，
混凝土泵车来往穿梭，机器轰鸣声、钢筋
碰撞声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激昂的交响
曲……11月22日， 尽管天空中弥漫着丝
丝寒意， 但当记者走进湘乡经开区时，看
到的却是建设者们为“园中园”建设而奋
战的火热场景。

湘乡经开区积极探索建园新模式，
通过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
创造条件引进相关企业到园区建设“园

中园”，为园区发展提档加速。 目前，创新
创业园、电商创业园、电力产业园、再生玻
璃深加工产业园、电镀产业园、新能源汽
车园6大“园中园”发展格局已具雏形。

创新创业园总投资4亿元，目前基本
建成，引进了一批在外的湘乡籍人士到此
发展。 今年，湘乡市首家“创业诊所”在该
基地揭牌成立，10多位来自不同行业的
创业专家受聘为创业者“把脉”。电商创业
园位于湖南神龙丰物流园内，目前已完成
投资1.1亿元， 建成后将成为湘乡市电子

商务培育基地(孵化中心)。 电力产业园通
过引导湘乡现有20多家电力建设企业抱
团发展， 吸引国内外知名电力建设企业
入驻，形成产业链，建成后可新增产值20
亿元。

再生玻璃深加工产业园规划用地
200亩，总投资5亿元，即将开工建设，建
成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以上，安排就业
人员近千人。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按工业
4.0标准建设智能化、 自动化的新能源汽
车制造基地和新能源智慧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产值80亿元，实现税
收6亿元，解决就业9000人。 电镀产业园
计划投资4亿元，建成湖南省最大的电镀
工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立项、规划
设计等工作，计划明年投产。

永州“招贤”264位急缺人才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邹仪）今日，永州市委

组织部对外发布“招贤令”，启动2017年下半年急需紧缺
人才引进工作。

据了解，永州此次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共264人，引
进对象重点是现代农业、信息传媒、生物医药、城市规
划、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教育卫
生、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 引进人才一般应
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特别紧缺专业的，可放宽到“双一流”大学的全日制
本科学历；对国家两院院士和“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人
选及我省“百人计划”人选等国家级、省级高层次人才，
可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形
式引进。

本次人才引进，永州市作了周密部署，并对外派出6
个引才小组走出去引才。 引才小组将重点在北京大学等
16所重点院校联络急需紧缺高学历人才特别是永州籍
人才。 同时也开通了网上报名。 据悉，此次引进的人才，
永州市将在工资、住房、生活补贴等多个方面给予优惠。

涟商峰会硕果满枝
签约项目14个，总投资108.37亿元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杨卫星 黄超）11月25至26
日，涟源市举办第二届涟商峰会，邀请各地涟商代表回
家乡看变化、听乡音，共谋发展良策，共商合作大计。共
有来自全国41个异地商会、 经促会的200余名涟商出席
峰会，现场签约项目14个，投资总额达108.37亿元，为涟
源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离首届涟商峰会已过去4年了，涟源的变化令人惊
喜。” 一位回来参会的涟商参观涟源部分重点建设工程
后，感慨地说。高大气派的标准化厂房、清新秀丽的涟水
公园、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郁郁葱葱的桥头河蔬菜
基地等，给涟商们留下深刻印象。

据了解，近几年来，涟源经济发展从过去“一煤独
大”到“多点开花”，转型的脚步坚定有力。城乡面貌日新
月异，“水乡、山城、古镇、小都市”初现轮廓，人民幸福指
数持续攀升。家乡的巨大变化和优良的发展环境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在外“游子”回乡创业，近3年来，先后有近40
名涟源籍老板回乡投资，共创办企业28家。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陈美淇 陶
芳芳）11月25日至27日，国家发改委国
际合作中心调研组一行赴长沙天心区
暮云街道开展考察， 此行主要目的是
为了了解暮云建设“千企千镇工程”的
相关条件。 暮云街道也成为我省“千企
千镇工程”首个考察对象。

“千企千镇工程”是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小（城）镇
创建模式，旨在搭建小（城）镇与企业
主体有效对接平台， 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镇企

融合发展、 共同成长。 调研组考察期
间，天心区有关部门、暮云街道负责人
和企业代表对暮云街道建设、 交通条
件、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进行
了全面介绍。

暮云街道是长沙南大门，“长株
潭”金三角、暮云融城核心区域，被誉
为“绿心绿肺”。 近年来，该街道提出
“生态+”概念，逐步形成“生态+产业”
“生态+文化”“生态+民生”“生态+城
建”发展态势，并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取得了

显著成效。
“长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

市，街道建设在紧跟长沙特有优势的同
时，在创新意识、政策规划、产业链、资金
链等方面也要树立国际化思维，紧跟‘一
带一路’合作发展机遇。 ”在25日下午召
开的调研汇报会上，考察组成员结合“一
带一路”倡议，挖掘街道自身特色、资源
禀赋,抓紧基本定位，处理好三农关系等
方面与天心区政府、街道负责人和企业
代表开展座谈，共同探讨暮云发展机遇
及面临的挑战。

山坡茶叶绿
百姓口袋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锐 黎治国

11月23日上午， 桑植县人潮溪镇政府大院
里人头攒动，一派喜气。原来，这里正在举行精准
扶贫茶叶产业分红发放仪式。1330户贫困户都
领取了第一笔入股分红款，总数达157.04万元。

该镇溇阳村70岁的贫困户向顺清拄着拐
杖，他说：“第一次领到分红，我特别高兴和感
动。希望镇党委、政府继续带领大家让我们早
日把贫困‘帽子’摘掉。”

2015年，人潮溪镇利用产业扶贫资金，采取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的委托扶贫新模
式，新建、开发、低改茶园3337亩，财政资金占股
20%， 覆盖全镇16个村392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让所有贫困人口都可获得稳定的红利。

“山坡茶叶绿起来，百姓口袋鼓起来。”人
潮溪镇党委书记陈斌告诉记者， 两年下来，目
前全镇茶园总面积达到12000亩， 年产干茶10
万公斤，产值1200万元，带动贫困人口人均每
年增收400元。打造“桑植白茶”品牌，发展中型
茶叶标准化加工厂5家、小型加工厂4家，其中
西莲云雾、西莲红等茶叶品牌屡获金奖。

嘉禾“一事一议”项目
惠及20万余人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飞雄
雷文英)近日，嘉禾县行廊镇新屋场村农田水利灌溉项目
竣工，可解决400余亩农田灌溉问题。据介绍，该项目是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由县财政奖补5万元。
近年来，嘉禾县利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全

面推进农村道路、农田水利、村级活动场所等建设，着力
解决农村通车难、饮水难、灌溉难等问题。今年，该县共
安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140个，奖补资金达1149
万元。目前，所有项目已完工，涉及10个乡镇106个村，惠
及20.43万人。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刘岳华 记
者 姚学文）今天，为期一周的雨花区第三届教
师高级茶艺研修班在长沙县金井茶业茶文化交
流展示中心结束， 来自长沙市雨花区教育系统
20位优秀中小学老师在这里将所学的茶文化、
茶道，向老师和同学们作汇报展示。

规范的流程、娴熟的操作、优雅的动作，加上
创新的呈现，让在场的所有人看得赏心悦目。 雨
花区素质教育基地主任孙向平介绍说，中国是茶
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自古以来，中国茶
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逐渐风靡世界，与丝
绸、瓷器等，被认为是共结和平、友谊、合作的纽
带。

雨花区教育局素质教育基地从2012年开始，
推动茶艺文化进校园。 自2015年起，每年承办一
期高级茶艺师培训。 除每年在营地为一万多名五
年级学生教授基本的茶艺知识外，还培训了55名
中小学高级茶艺师，为茶艺文化进校园奠定了坚
实的师资基础。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李烨）“医院的‘一站式结算’
窗口真是方便。要是让我们自己去找保
险公司、找相关部门报账，恐怕连门都找
不到。”11月21日下午，家住双峰县永丰
镇的贫困户胡女士在双峰县人民医院
十五病室住院11天后出院，住院总费用

8198.12元，在医院“一站式结算”窗口领
取医保报销、大病补助、特惠补助及民政
补助共计7075元后， 自付费用1000多
元。原来要跑4个部门报账，如今出院时
在医院“一站式结算”窗口就解决了。

今年以来， 为了让健康扶贫政策
落地， 让贫困户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

务， 双峰县整合了县卫计局、 县扶贫
办、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商业保险公
司等单位资源， 在全县所有的公立医
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乡镇中心卫生
院开设“一站式结算”窗口。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住院基本医疗补助、 大病补
助、特惠保补助、民政救助、定点医疗
机构对4类9种病的减免补助， 都可以
在县内医疗机构“一站式结算”窗口办
理，极大简化了贫困人口的报销手续。

湘乡经开区探索建园新模式
6大“园中园”发展格局已具雏形

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

汉寿年创汇可突破1亿美元

长沙暮云街道：
实施“千企千镇工程”取得显著成效

老师秀茶道
茶艺进校园

地摊淘宝
11月27日上午，长

沙市韭菜园路湖南大麓
珍宝古玩城，360多个摊
位座无虚席， 收藏爱好
者在淘自己喜欢的宝
贝。 第十八届湖南文博
会将于29日开幕， 该古
玩城于当天率先启动为
期3天的地摊文化节、文
物交流会和明清家具展
三大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45387
2 1590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51
646
7645

12
19
196

152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026
86039

292
200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7日 第2017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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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703 05 06 12 13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 月 27日

第 2017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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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 1040 4332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453 173 943369

6 73

双峰“一站式结算”方便贫困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