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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52751
0 170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68
853
8689

6
31
282

165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333
98508

392
335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9月7日 第2018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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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309 11 12 13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7日

第 2018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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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 1040 1378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601 173 449973

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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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胡晓建）至8
月底，邵阳市大祥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4家混凝土生产企业全部关停，
共拆除生产线9条、大型储料罐37个、材
料传输带8套。至此，在不到2个月内，邵
阳市城区饮用水二级保护区22家企业
均被关闭，其中部分迁出保护区外。

地处资江之畔的大祥区，是邵阳城区
饮用水水源地。但在该区饮用水二级保护
区3个街道内，相继建立了一批企业，涉及
建材、屠宰、餐饮等，给饮用水水源保护带
来不利影响。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和省环保督查组要

求，今年7月，邵阳市委、市政府下达督办
令， 要求大祥区于8月底前将饮用水二级
保护区内企业关闭、拆除或搬迁到位。

大祥区通过调查摸底，核定保护区
内需搬迁企业有22家， 其中4家建材企
业、3家工业企业、2家屠宰企业、13家餐
饮企业。 为如期完成关停搬迁任务，区
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挂帅督办。 区里
还根据企业性质， 设立了5个关闭搬迁
指挥部，各指挥部组织人员，由区领导
牵头，深入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认真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耐心宣传相
关政策法规，详细了解企业诉求，动员
企业业主积极予以配合。

大祥区还分类施策、 一企一策，科
学合理制定各企业关停奖励补偿办法，
尽可能减少企业经济损失。 同时，为解
除搬迁企业后顾之忧，在为企业落实新
厂址和办理工商、税务、环保等相关手
续时开辟绿色通道。 通过大量做工作，
相关企业业主由不了解、抵触变为积极
配合。雅阁尔门加工厂法人代表唐银良
表示，保护水资源，为人民健康考虑，这
是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8月5日，大祥区资江边13家餐饮企
业率先全面关停。 到8月15日，2家屠宰
企业、3家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完毕。 8月
底，4家混凝土生产企业也全部关停。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乐川）“乡村振兴战鼓鸣，山
歌声声唱不停……”9月4日， 在会同县
坪村镇枫木村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志
愿者粟催凤唱起了自己创作的《乡村振
兴歌》， 获得在场村民的阵阵掌声。 随
后， 粟催凤给大家讲了一堂文化辅导
课———“山歌文化及传唱”。

今年来， 会同县突出文化引领作
用，把振兴乡村文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先手棋”， 大力开展以移风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的群众文化活
动。 为此，该县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
导作用，并依托县、乡镇文化部门，在县

直机关单位、乡镇、学校及各类专业协
会中，招募、培养文化志愿者，让他们扎
根乡村“播种”文化，为振兴乡村加味、
提鲜、铸魂。

群众搭台，群众唱戏。 会同县委宣
传部负责人介绍，该县把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与群众文化培训辅导统一起来，努
力做到“群众的活动群众作主”，由文化
志愿者牵头，群众自主组织开展乡村重
大文化活动。 5月22日，高椅古乡高椅古
村举办首届“黑饭节”，村里文化志愿者
提前策划，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成功举
办拦门酒、民俗表演、黑米饭、非遗文化
展演等活动，引来3000余游客。

会同县是乡村民俗文化“富矿”，拥
有拉木号子、会同阳戏、会同吊龙舞等
非遗项目。 在群众文化活动中，非遗传
承人担任文化志愿者，推动了非遗项目
传承与发展。 一些村还推选文化志愿者
担任村红白理事会理事，通过开展群众
文化活动“吹”起乡村文明新风。“有文
化志愿者帮忙， 我节俭办酒， 省下了
2000多元。 ”林城镇金寨村村民龙庆权
说。

如今， 会同县村村有文化志愿者，
月月有群众文化活动。 目前，全县18个
乡镇241个村（社区），已发展文化志愿
者1000余名。

岳阳创建
20个特色小镇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徐恩）今天，记者从岳阳市委、
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岳阳市
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激发
乡村振兴新动能。芥菜小镇、酱干小镇、粽
香小镇、 甜酒小镇等20个特色小镇创建
镇闪亮登场。 这20个创建镇2017年主导
产业产值81.69亿元，预计2020年产值将
达到176.72亿元；现有30栋以上集中建房
点45个，2020年将达到108个。

近年来，岳阳市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在下好农村“空心房”整治“先
手棋”、打开乡村振兴突破口的同时，充分挖
掘岳阳产业特色、 生态禀赋和人文底蕴，突
出市场导向、资源整合、创建引领、打造品牌、
奖补激励，创建产业强、环境美、品牌响、生产
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带动全市产
业振兴、 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基础工作，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市委、市政府出
台《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工作方案》，明
确产业业态要“三有”：有主导产业、有龙头企
业、有知名品牌；人居环境要“三化”：村民建
房规范化、“空心房”整治常态化、基础设施便
捷化；基层基础要“三好”：堡垒作用发挥好、
传统文化继承好、文明新风弘扬好。 对达到
创建标准的小镇，由市委、市政府认定授牌。

岳阳市从土地优先保障、 项目优先倾
斜、 资金优先支持三个方面明确了政策措
施： 特色小镇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边界内；整合涉农项目，支持特色小镇
主导产业发展和产业配套设施建设， 优先
推荐特色小镇申报国家、 省市重点农业项
目；对授牌小镇，市财政一次性奖励200万
元，各县（市、区）每年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不
低于2000万元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99公益日”主题活动举行

呼吁市民保护水源地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孙聪颖）今年9月

9日是全国第4个“互联网公益日”。今天上午，以“一湖一港，清水
为邻”为主题，58小镇与绿色潇湘共同发起主办的“99公益日”
之“2020安全水源计划” 环保公益活动在长沙西湖公园举行。
200多名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代表及志愿者公益募捐，以实
际行动守护家园环境，呼吁全社会保护水源地。

上午9时许，募捐通道开启，通过扫二维码进入“2020安
全水源计划” 页面的每一笔捐赠都会得到58小镇的加倍助
力。 包括58小镇、前行商业、湖南公共关系学院在内的近10
家爱心企业及高校，率公益代表队参加，并纷纷在“保护水
源、爱护环境”留言墙上签名。来自绿色潇湘的公益老师带来
环保知识科普，热心市民沿湖分组捡拾垃圾、记录监测等，身
体力行支持环保公益事业。

据了解，58小镇所处的西湖公园是一片风景与产业共存
的名胜区，不仅有沿湖产业园区，更有健康的自然生态圈。58
小镇负责人表示，小镇将秉承生态环保原则，协调“产业园”
与“公园景区”的使用，创造更多社会经济价值。

景是晋屏美 米是宅侯香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尹振亮 邓

和明）9月7日，嘉禾县晋屏镇宅侯村贡米丰收节在宅侯贡米
产业园开幕，优美的田园风光、精彩的文艺表演、特色的风
味小吃，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

嘉禾是神农农耕圣地，水稻种植历史悠久。 晋屏镇山清
水秀，境内有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九老峰景区、盘江水库等。
这里物产丰富，贡米、杨梅、烤烟等享誉四方。 据村民介绍，
清康熙年间，宅侯村出产的大米饱满、清香、口感好，是专供
宫廷的贡品。 2017年，嘉禾宅侯贡米荣获“中国中部(湖南)国
际农博会金奖”。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宅侯村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先后成立了万寿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宅侯
贡米米业有限公司，带动400多名贫困村民就业、脱贫。 公司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流转土地1000多
亩，在种植贡米的同时，依山就水打造了贡米进贡图大地景
观、小里毛梯田、十里花海、日头坡瀑布等景点。

这届节会内容丰富， 包括开幕式文艺表演、 游览天下
“第一谷”、抓泥鳅体验、特色农品展销，还设立了小吃一条
街，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

通讯员 何云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经过8个月的努力， 南县华阁镇今
年开展的“除陋习、剎歪风、树新风”工
作初战吿捷，仅禁鞭一项，全镇百姓就
节省400余万元。

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南县华
阁镇党委认为，要振兴乡村，必须先为农民
减负。旧俗、歪风是困住农民的枷锁，今年，

该镇党委把“治陋习、剎歪风、树新风”摆在
工作的首位。年初，全镇党员干部在大会上
承诺：“从我做起，带头执行，决不违规”。

该镇天然港、裕阁等村，完善乡规
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以此来约束村
民，狠刹“人情风”，使一度猖獗的赌博、
迷信等歪风邪气也得到有效遏止。 全镇
积极开展禁鞭、禁赌、控拱门、禁党员干
部酒宴、拒“升学宴”等活动，治理赈酒

歪风，取得良好效果。
今年2月，华阁镇居民王新民病逝，

其妻子悲痛中没有忘记在倡议书上的
签名。 她叮嘱儿子不要搭拱门，不要燃
鞭炮，不收百客香礼钱，亲属的礼金也
不准超过100元。简单的丧礼，在亲朋邻
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复兴港社区禁鞭、倡议中元节文明祭
祀，华西村禁赌，裕阁村修建公墓……半
年多来，华阁镇无一例党员干部违规办酒
宴现象，共劝导18户村民放弃了“生日宴”
和“升学宴”，举办婚庆、丧事的家庭有38
户未燃放鞭炮。

雨花区3年内
将新(扩)建35所中小学

湖南日报9月7日讯(欧阳倩 陈文美)
昨天，长沙市雨花区出台《雨花区学校建
设项目三年规划(2019-2021年)》。 未来3
年，该区将新(扩)建中小学校35所，新增
学位54780个。

今年秋季， 雨花区中小学生达10万
余人，相比春季增加了7488人。 为解决大
班额、学位紧张问题，雨花区制定了该规
划，未来3年将扩建12所、新建23所中小
学， 投入使用后共计可提供小学学位
36360个，中学学位18420个。首批11所中
小学校计划于2019年秋季投入使用。

祁东获批建立
杳湖省级湿地公园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菁 付姣龙） 记者今天从祁东
县林业局获悉， 省林业厅日前发文批准
建立湖南祁东杳湖湿地公园， 这是该县
首个省级湿地公园。

杳湖湿地公园位于祁东县步云桥镇，
地处湘江一级支流———祁水的源头。 规
划总面积294.14公顷 ， 其中湿地面积
120.41公顷， 湿地率40.94%， 属具有浓
郁地方风情的“库塘+森林” 湿地生态
系统的省级湿地公园。

杳湖湿地公园建成后， 将有效保护和恢
复湿地生态系统， 成为衡邵干旱走廊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省级示范、 湘中资源性缺水地区
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科普宣教基地。

城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升级

乡村文化志愿者“播种”文化
会同

邵阳

南县华阁镇：

乡村振兴 治“陋”先行

新闻集装

长沙再添
一座公园

9月 7日，长
沙市雨花区狮子
山公园， 园区游
道、公园边坡及山
体栈道已经建成。
该公园位于洞井、
同升街道辖区，由
狮子山和桃花坡
两个山体连成，面
积约 200亩。 目
前，该园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