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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姚平）日
前，岳阳市残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专场文艺晚会上，100余名
本土残疾人文艺之星登台亮相， 为市民献上10个自编自演
的精彩节目， 将残疾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现得淋漓尽
致。岳阳市残联理事长方欲林称，他们是岳阳35万残疾人中
的杰出代表，也是帮扶出来的自强不息的“明星”。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将残疾人工作纳入全市绩效
考核内容， 先后出台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办法
等10多个惠残政策文件。围绕“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推
动“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建成以博康、中医院、爱弥尔等
为代表的7家市级定点康复机构，以民康医院为代表的24家
县级机构，以及35个社区残疾人康复站，共计66个“残疾人
康复之家”。1706名康复医生和康复协调员活跃基层，5年来
为5.1万名残疾人提供了有效康复服务。

该市不断拓展残疾人服务途径， 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项目，4510名0至6岁贫困残疾儿童得到康复训练，项
目获评岳阳市“2016百姓期盼十大民生实事”。全市1024名
残疾学生在特校就读，3792名残疾学生通过随班就读接受
义务教育，1339人享受高中阶段残疾资助，798人享受大学
阶段残疾一次性资助；“扶残助学长江行动”、彩票公益金助
学等行动，助力663名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完成
学业。

与此同时，该市探索“互联网+就业”模式，与湖南成才
培训学校合作，为1000名残疾人进行电子商务培训；在农
村建立就业扶贫基地7个，安排农村残疾人就业383人，扶持
创业745人；培育“成才职业培训助残”“棕编艺术助残”等12
个创业就业项目，带动1560名残疾人创业致富。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荟蓉）11月下旬， 记者在临武
县宝玉石文化产业园一期项目工地看
到，玉器街主体工程已封顶，工人们在抓
紧夯实园区路基。据介绍，该项目将在明
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

素有“玉石之乡”之称的临武，是我
省至今唯一生产玉石的县。 据湖南有色
地勘院、湖南地科院勘查，该县宝玉石储

量丰富、分布广、品种多、价值高，潜在开
发价值超过2400亿元。 临武“通天玉”
“香花玉”被列为我省高值矿石产业重点
开发项目。

近年来， 临武县将宝玉石产业作为
“六大百亿产业” 之一进行重点开发。按
照“保护开发、绿色发展”原则，县里制定
了宝玉石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
至2022年），出台了有关扶持政策，并投

资1.2亿元，建设了全省首个专业玉石基
地南岭通天玉石城。今年，又投资10亿
元， 建设宝玉石文化产业园。 该园占地
7.8万多平方米，分两期建设，整个工程
将在2019年上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建
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珠宝生产、加工、展
示、拍卖、销售及原材料交易中心。

同时， 临武县大力推进通天玉标准
制定工作，以满足生产、贸易需求。2015

年，通天玉湖南省地方标准发布实施，是湖
南首个玉石地方标准。今年，通天玉被收录
到石英质玉分类与定名国家标准名录，标
志着通天玉正式进入国家级宝玉石行列。
临武县还成立珠宝玉石检验检测中心，进
一步提高宝玉石鉴定能力。

目前， 临武县宝玉石加工与销售企业
已发展到100余家， 从业人员2万余人，年
创产值5亿元以上。

临武县保护性开发宝玉石
资源潜在开发价值逾2400亿元，目前年创产值5亿多元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龚宓川）12月1日， 奥士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敲钟上
市，成为益阳市资阳区首家上市企业。这
家主要生产高密度互联电路板（PCB板）
的高新技术企业， 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转
型升级，已拥有有效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98项，登上全球电路板百强企业排
行榜。今年1至11月，其新产品销售收入
超过了总收入一半。

近年来，资阳区按照循环经济、清洁
生产要求，每年组织工信、发改、科技等

部门，积极指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帮助
企业申报国家、省、市工业发展项目，淘
汰工艺装备水平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生产线。今年，仅区工信局就帮助工业企
业申报了31个省级以上工业技改项目、
12个市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其中，
奥士康申报的国家工信部“绿色制造系
统集成项目”， 对年产60万平方米高精
密印制电路板生产线进行绿色工艺改
造， 在PCB行业内形成显著的节能减排
示范效果。金叶食品、皇爷、口味王、精创
农业等4家企业申报了省清洁生产项目，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00吨。 今年1至10
月， 全区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全市
最低。

同时， 资阳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目前，该区拥有1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其中奥士康、鸿源稀土、生力科技和
瑞亚高科等4家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有30余家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
了产学研合作。依托这些技术中心、合作
平台，“资阳制造”正向“资阳智造”转变。
近两年来，全区工业企业共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56件、实用新型专利280件。

资阳区每年还对年纳税500万元以上
的绿色、“智造” 企业奖励10万元至100万
元不等， 助推产业转型增效。 今年前三季
度，该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市第一。
目前，生力科技、宇晶机器、桃花江游艇、瑞
亚高科等多家企业在积极筹备上市。

资阳区力推工业转型升级
今年1至11月，新产品销售收入超过总收入一半

岳阳建成66个
“残疾人康复之家”
5年服务5.1万名残疾人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周怀立）今天，株洲高新区
再次公布新的吸引创新创业“双创人才” 政策，个人最高可
获得260万元补贴，团队最高可享受1000万元补贴。

株洲高新区自1992年成立以来， 逐步形成了轨道交
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群，电子信息、新能
源、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群，去年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722亿元，目前综合实力在全国146个国家级
高新区中综合排名第23位。

为全力推动株洲·中国动力谷建设，株洲高新区这次专
门发布了《关于鼓励引进培育“中国动力谷双创人才”的实
施意见》，决定每年拿出不少于5000万元的人才专项资金，
重点引进和培育重点产业领域创新创业人才。 根据人才特
点，将人才分为5个层次，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个人最高可
获得260万元补贴， 创新创业团队最高可享受1000万元资
金补贴，博士、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本科生分别可获得补
贴30万元、7.6万元、2.4万元。

对“双创人才”，株洲高新区还提供购房补贴、生活补
贴， 对初版高水平学术著作或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
互动的提供资助。 根据不同层次， 相关人才最高可获60万
元、最低可获4万元购房补贴。

同时，该区投入8000万元建成五星级酒店管理水平的专
家公寓，为新引进人才（配偶及其子女）提供高品质居住服务；
人才配偶随调随迁，优先推荐安排工作；建立人才医疗“绿色
通道”；具有影响力的核心高端人才，可享“特事特办”。

株洲高新区
重金吸引“双创人才”
个人最高可获260万元补贴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223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41
782
7708

6
17
215

162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803
87374

271
216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4日 第2017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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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803 元
03 1311 12 14 18 24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 年 12月 4日

第 2017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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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 1040 1123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099 173 536127

7 28

12月初，长沙市黄材水库灌区总干渠和尚坝段，干渠横双
所塘湾站干部职工在渠道里清理淤泥。 黄材水库灌区总面积
1380平方公里，肩负宁乡市、望城区、益阳市赫山区两区一市
42.7万亩农田灌溉和100万居民生活生产供水的任务。10月起，
该灌区管理所全面掀起了冬修水利热潮。 黎明 摄

冬修水利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姚
学文）近日，“大唐天下湖南公益助
学行”暨《大唐天下之约·歌手来
了》 全球巡演CST男团长沙演唱
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
了解到，“大唐天下湖南公益助学

行” 将在湖南每个巿州捐赠一
所公益学校， 每年资助一万名
学生， 资助的内容包括学费和
生活费。

发布会现场，中方县政府学
生资助中心获得50万元爱心捐

款，用于创办公益学校，此次的善
款均来自大唐天下湖南省公司近
千万会员的爱心善举。大唐天下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一年多以来，
参与过近百次捐赠活动，共募捐爱
心公益善款及物资达2000多万元。
据悉，《大唐天下之约·歌手来了》
大型演唱会将于2018年1月7日在
长沙举行。

“湖南公益助学行”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