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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何平 付凯 )秋高气爽，橘橙飘
香。11月26日，一年一度的保靖县“柑橘
网销节”如期而至。在有着“竹艺之乡”和
“柑橘之乡”美称的比耳镇，十里八乡的
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己生产的最新鲜、个
头最大的橙子参加“橙王争霸赛”，大家
一起品橙子、评橙子，热闹非凡；3家公司
与当地果农签订了300万公斤、 总金额
1200万元的采购大单。

保靖县今年来“三措并举”，发展农

业产业，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700余户
6700人脱贫。

坚持特色促动。 黄金茶产业是保靖
的特色产业，目前全县有黄金茶总面积9
万亩，可采茶园5万余亩，名优茶加工销
售总量800余吨，总产值8亿元。

坚持园区带动。该县通过品种改良、
提质扩面等措施，加大绩效考核力度，着
力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目前，全县共建设
柑橘产业园区14个， 其中万亩精品园3
个、千亩标准园14个；共建设保靖黄金茶

产业园区18个，其中万亩精品园3个、千亩
标准园15个；通过“农户+合作社+基地+龙
头企业”的发展模式，发挥农业产业园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 促进了农业产业规模
化发展， 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 也为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奠定了基
础。

坚持品牌拉动。加大农产品宣传推
介，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在每年的春茶
上市时节，都举办保靖黄金茶“茶王”争
霸赛、茶艺大赛以及长沙市、济南市见

面会等宣传推介活动。 在每年的柑橘采
摘季节，举办“保靖富硒脐橙网销节”和
“酉酉橙”网销节、“橘王橙王”争霸赛等柑
橘、橙子营销活动，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
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进一步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李曼斯 隆文
辉）绿水衬托青山，公路山间盘绕，原本一下
雨就泥泞不堪的山路变成平整的水泥路，山
坡上种植的猕猴桃已经成熟，顺风飘来阵阵
果香……这是记者11月28日在宁乡市巷子
口镇官山村看到的情景。今年，宁乡市交通
运输局在官山村建设自然村通水泥（沥青）
路5条，共3.2公里，并已于8月底竣工通车。

官山村村民李志坚前年成立了场兴
仑产业基地，该基地以种植猕猴桃、黄桃、
蔬菜为主，还出产蜂蜜等农副产品。当时
由于基地与村级主干道间只有泥土路，销
售运输极为不便， 因此不敢大规模发展，
前两年收成不到10万元。 今年硬化道路
后，李志坚的基地扩大到100多亩，蜜蜂也
增加到了100多箱，收入实现了翻番。

今年7月份以来，宁乡市打响了农村公
路项目建设百日会战， 掀起了大力推进交
通扶贫热潮。近3年来，该市累计完成农村
公路建设投资8.93亿元。特别是今年，宁乡
市把农村公路建设摆在民生项目建设的首
位，投入财政资金2亿元，实施“四好农村
路” 建设项目10类， 目前已完成路基
352.392公里、路面303.98公里、危桥94座。

现在，宁乡市已实现“村村通”目标，
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的“一小时交通
圈”。一个以高速公路、干线公路为骨架，
县乡公路为支脉，村组道路为血管，干支
相连、四通八达的大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宁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杨瑞祥说,宁
乡农村公路的建设引领了一方产业、带
动了一方经济、致富了一方百姓。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熊远帆 实习生 唐卓
婧）今天，2018国际区块链大会主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拉开大幕。来自全球的区块链顶级专家、学者齐聚，带
来了区块链最前沿、最热门的话题探讨，以及重要的区块
链研究成果发布。

大会由长沙市政府、中国电子学会等单位主办，长沙经
开区等单位承办。美国工程院院士C·Mohan（默罕·西），挪
威工程院院士Chunming� Rong（容淳铭），加拿大皇家科
学院院士Sherman� Shen（希尔曼申），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晓红等专家学者，以及迅雷、腾讯等企业代表一同探讨了
区块链技术研究、应用前景及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会上，长沙经开区星沙区块链产业园引起嘉宾关注。
大家认为， 星沙区块链产业园要利用长沙经开区以及长
沙市芯片产业的优势，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全力把区
块链做起来。

据了解， 星沙区块链产业园作为中部地区首个区块
链产业园，对入驻企业在政策、资金、办公场地等方面扶
持力度强劲，目前已有12家企业签约入驻，近60家意向入
园企业在谈。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全力推
动区块链在核心技术、创业创新、标准体系和政策环境等
方面的发展，高起点高标准推进星沙区块链产业园建设，
努力打造全球有影响、全国领先的区块链产业集聚区。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邓敏)
11月28日上午，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扶贫援建桂东县
大塘工业园的3栋标准厂房正式落成揭牌， 即将交付使
用，让当地1000余名易地搬迁贫困户欣喜不已。他们说，
有了厂房就会有企业、项目，以后打工就业方便了。

据介绍，此次中国中铁公司援建的3栋厂房，投资2250
万元，总建筑面积14529平方米，配套实施厂区道路、绿化、
水、电、消防等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加速桂东县工业园区
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可至少解决1000名贫困人口就
业，对桂东巩固脱贫成果、全面建成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2年以来，中国中铁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定
点扶贫桂东县。16年来，公司已累计在桂东县投入扶贫资
金3821.4万元。 其中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金
1010万元，新建和改造校舍1.7万多平方米，先后援建桂
东县二中、沙田中学等16所中小学校。同时捐资314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4620余人次。

该公司还先后投入248万元帮助群众劳务输出、技能
培训、产业帮扶。公司还把桂东县列为其精准扶贫劳务基
地，每年把大量桂东贫困人员输送到中铁四局、中铁大桥
局等单位务工，先后有1800余名困难群众受益。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任博文）“以前饭点时路过这
里，都会被饭店排出的油烟熏到，现在刺
鼻味没了， 连回家的心情都好多了。”11
月28日， 随着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
新开管委会丁家垅组和李家湾组多家饭
店油烟净化器的安装完成，“恼人” 的味
道没了，赢得附近住户连连称赞。

11月4日，赤岭路街道接群众信访投
诉： 赤岭路街道新开管委会丁家垅组和
李家湾组多家汽修厂夜间偷偷制作烤
漆，气味刺鼻；多家饭店油烟直排；环卫
车异味刺鼻等。

据了解，信访投诉所反映区域属于天
心区赤岭路街道新开管委会待拆迁地块。
投诉内容主要涉及该区域的15家餐饮门
店、8家废品店、4家汽修厂及环卫停车场。

11月5日， 赤岭路街道， 天心区环保
局、城管局、交运局、工商分局等相关人员
就投诉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执法。通过
20多天的整治，目前，餐饮店油烟直排问
题涉及的15家门店，除小海哥家菜馆已关
门停业，其余14家餐饮门店已安装或正在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涉及无营业执照、异
味刺鼻问题的8家废品店， 除笑民飞废品
回收经营部证照齐全， 其余7家均无营业
执照（或过期），被全部查封；汽修厂烤漆气
味刺鼻问题涉及的4家单位目前已有3家
拆除烤漆房，1家正在整改；环卫车散发难
闻气味问题，已增加了车辆的清洗次数。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阳程杰

11月27日，“湘莲之乡” 衡东县白莲
镇白莲村，金黄色荷茎，密密麻麻倒伏在
藕田里，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湘莲种植大户谭立中起个大早。匆
匆吃过早餐，带着耙子、斗车等，带领贫
困户刘国华、陈启凤等村民，来到莲花社
区5组西沙垅的莲藕田里挖藕。

“今年，我们种植湘莲3700亩。”谭立
中介绍，都是湘莲新品种，每亩产干莲子
150公斤左右，莲藕600公斤左右。除去成
本，预计可获利300万元左右。

2010年，外出打工10多年的谭立中
回乡自主创业，先后开办打火机厂、养猪
场。2014年，勤劳致富的谭立中被村民推
选为村干部。上任伊始，白莲村是省级贫
困村，全村有674户3032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49户172人， 村民人均收入不足
2000元。

为了改变村里的贫困现状， 谭立中

决定因地制宜，重振“湘莲之乡”雄风，带
领村民发展湘莲产业。

2014年12月， 衡东县鸿达湘莲种植
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 谭立中担任理事
长。

然而，流转土地却遇到不少阻力，一
些村民担心土地流转费收不到。

为了消除群众顾虑， 合作社边签合
同边付流转费， 并邀镇政府领导在土地
流转合同上签字担保， 合同一签就是五
年，让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精诚所至。不到半个月时间，合作社
就与村里9个村民小组、220多户村民签
订合同，流转水田600多亩。

2015年6月，600多亩水田荷花盛
开，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赏花观景。谭立中
顺势在全村发展乡村游，开办“农家乐”，
打开了土特产销路。

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
年4月， 谭立中从江西引进太
空莲品种，试种600亩。因技术
不过关，当年湘莲歉收，损失

惨重。
痛定思痛。2015年12月底，谭立中专

程去湘潭拜师学艺。2016年4月， 掌握技
术的谭立中信心大增， 从江西和湘潭引
进太空莲、芙蓉莲、寸三莲等湘莲良种，
在白莲、马房、马鞍等村大面积种植3700
多亩， 解决了周边村组150户贫困户就
业，入社贫困户人均年增收3500元以上。

同时，依托湘莲基地建设“千年白莲
风情园”，开展全域旅游。截至11月中旬，
白莲村已接待中外游客近20万人次，合
作社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合作社+
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目前，白莲村正在创建乡村旅游3A
级景区。”谭立中说，“十三五”期间，合作
社将扩大湘莲种植基地面积至1万亩，吸
引更多的游客到白莲村观光。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张雪珊 刘恩权)今天上午，
邵阳市城区第一条隧道———新华路隧道
竣工通车， 该市老城区与新城区及邵阳
经开区之间有了新的便捷通道。

新华路是一条南北走向、 连接宝庆
东路和邵阳大道的重要通道。 新华路隧
道全长1274米，其中隧道长780米，双向4
车道。新华路隧道通车，进一步完善了邵
阳市城区交通路网结构， 实现宝庆东路
与邵阳大道快速互通。

保靖“三措并举”发展农业产业
带动17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宁乡大手笔建设“四好农村路”
近3年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近9亿元

天心区多部门联合执法

“恼人”味道，拜拜

邵阳市城区
首条隧道通车

全球区块链大咖
齐聚星沙

长沙打造区块链产业高地吸引“世界眼光”

中国中铁援建
桂东工业园标准厂房落成

乡村振兴纪实 好美一朵“白莲”

11月28日，岳阳
市岳阳楼前湖水半
江瑟瑟半江红，湖岸
树木五彩斑斓，美不
胜收。今年，岳阳市
将洞庭湖作为生态
环境治理的主战场，
强力治污、 治水、治
气、 治砂。1月至10
月， 东洞庭湖7个水
质监测断面达标率
为98.6%， 同比提升
8.6� %； 洞庭湖江豚
也稳定在110-120头
之间，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洞庭
山水翠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29日

第 2018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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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1040 676000

组选三 762 346 263652
组选六 0 173 0

4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29日 第2018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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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200371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0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3 3180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36
45819

1043408
7262021

40
1992
46139
298345

3000
200
10
5

1415 22 25 2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