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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钟柱)“今天上午上网申请办理
营业执照，一个小时后就发证了，现在
办证像网购一样方便。 ”2月19日，在沅
江市政务中心商事登记主题服务窗口，
沅江市喜盟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柳俊高兴地告诉记者。据沅江市政
务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共有728项， 其中705项实现
“网上办”，占总数的96.8%。

近年来，沅江市加快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改革，前后投入近500
万元，建设了“互联网+政务服务”一

体化平台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平台
收集了全市40个具有行政审批权单
位的电子印章，并与工商、税务等单位
的政务信息系统相连。 还在市政务中
心建设工程、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等主题服务窗口和
综合受理服务窗口， 设立了全程电子
化网上申请自助服务台，705项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了从“面对面”到
“键对键”的转变，大大缩短了时间，如
企业登记注册由法定15个工作日压
缩至5个工作日。

同时， 沅江市通过官方微信公众

号、新闻网、政府门户网、手机报等域
内媒体， 积极引导和鼓励行政审批服
务对象通过电脑、 手机等进行网上申
办。 并采取措施，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推出了重点企业“上门服务”、重点工
程“预约服务”以及8小时以外“延时服
务”等一系列特色服务；严格考核政务
大厅窗口绩效， 取消了52项行政审批
证明材料， 清理调整了71项行政审批
证明材料， 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所
需材料减少30%以上。 今年1月，沅江
市被评为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等工
作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李永亮
袁思师 ）“现在有了规划，村子变得整
洁有序，住得也舒服。”近日，记者在攸
县网岭镇罗家坪村港下垅组走访发
现,�这里的民居别具一格，6栋三层小
洋房一字排开，粉墙黛瓦，雅致大气。
村民文福明告诉记者， 这些民居是根
据县住建局提供的设计图纸建设的。

长期以来， 农村建房缺乏整体规
划，“任性” 之举十分常见，“有新房无
新貌”成为农村多数地方之“痛”。“规
范农村建房， 既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基础性工作， 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要内容之一。”株洲市住建局局长何
安国介绍，2017年初， 该市在全省率

先立法规范村庄建设， 施行该市首部
地方法规《株洲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

该条例实施后， 株洲市实行农村
建房报建审批制， 全市各乡镇均成立
了规划建设管委会， 设立村镇建设管
理办公室，配备3到5名专职人员，实现
报建审批“一窗受理”。 市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编制村庄规划，由住建部门提
供“两张图”，即村庄规划图、
农户建房“推荐图集”，引导村
民按图建房。 同时，为保障农
村建房质量，市里大力倡导农
村建筑工匠持证上岗，对农村
传统“泥瓦匠”进行培训。 去

年， 全市共培训合格农村建筑工匠
1151名。

目前，株洲市共发放《乡村规划建
设许可证》4000余本，全市928个行政
村均配有一两名工匠， 实现了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管理全覆盖。按照计划，该
市力争通过5至10年努力， 逐步实现
山水、田园、林地和村庄有机融合，形
成“一村一品”“一乡（镇）一貌”。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2月19日， 华容县S306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的葡林嘉源家庭农场，孟令
武弯腰在钢架大棚草莓架下仔细整
枝，嘴角泛起笑容。

1965年出生的孟令武，是葡林嘉
源家庭农场的主人。 2004年，在长沙
定居的孟令武与葡萄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在他的心中藏着一个“花果山
梦”。

2012年来， 华容县在新306省
道沿线规划10平方公里， 投资3亿元
打造现代农业园区。 以前在南县办
过葡萄合作社的孟令武敏感地意识
到， 在这里建生态园应该不错 。
2013年， 孟令武和妻子汤正安合计
后， 流转章华镇李家桥村120亩土
地， 先后投入300多万元， 全部采用
设施栽培， 致力把特色农业与旅游
联姻升级为观光、 体验型农业。 在
夫妻俩精心经营下， 葡林嘉源家庭
农场冬春有草莓， 夏秋有火龙果、
葡萄、 黄桃、 梨子、 哈密瓜、 莲蓬、
无花果、 冬枣……四季果蔬不断， 花

开不败。
什么是“花果山梦”呢？ 孟令武把

它分成了几个部分。
首先， 是一年四季的鲜果供应

梦。
“在人们的印象中，火龙果是东

南亚地区盛产的热带水果，以前吃的
大多是‘舶来品’。 ”孟令武说，技术与
资源的有机结合，使本地人也吃上了
本地生产的新鲜火龙果。

“6月，火龙果就可上市，一直到
11月才采摘完。 农场10亩火龙果预计
可产1万公斤，按每公斤40元计算，销
售收入可达40万元，这还满足不了市
民的采摘需求。 ”孟令武说。

喜欢花的汤正安告诉记者，火龙
果的花，是昙花的近亲，夜半开放，至
晨光乍现时花朵闭合。 花朵盛开时比
成人的手掌还大，洁白的花瓣、嫩黄
的花蕊格外醒目。

第二，是种植高效益梦。
为了能使葡萄种植户获得高收

益，孟令武抓住两个方面：一方面利
用科技，用物理方法和生物技术控制
病虫害， 把农药的使用降到最低，生

产出真正无公害的放心水果；另一方
面，是发展多种经营，例如将葡萄酿成
葡萄酒，50多亩大棚钢架葡萄园和莲
藕池塘放养土鸡、鸭子和鹅。

第三，是葡萄文化梦。
利用先进的栽培技术， 孟令武的

葡萄已经引进了许多不同颜色的优
良品种， 如红色的红宝石、 黑色的夏
黑、 青色的醉金香、 紫色的巨峰、 琥
珀色的阳光玫瑰等。 这些不同颜色的
葡萄， 不仅口感各异， 而且增加了观
赏性， 吸引游客前来休闲和采摘。

孟令武说，他的最后一个梦是扶
贫梦。 葡林嘉源家庭农场是全县产业
扶贫重要基地之一， 周边110多户贫
困户或在农场务工，或在他带动下种
植葡萄，户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为了使自己的“花果山梦”一步步
变为现实，多年来孟令武从未放弃过
努力。

记者放眼望去,尽管春寒料峭，但
到葡林嘉源家庭农场采摘草莓的游
客依然络绎不绝。 修剪葡萄枝条的
“咔嚓”声不断，整个农场春意盎然、生
机勃勃。

迎着春风绽放
———娄底市万宝新区产业

发展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陈辉 刘厅

2月21日，持续的阴雨天气，把娄底城区裹进寒
雾之中。在娄底市万宝新区的产业园，繁忙的建设和
生产景象热气逼人，宣示着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标准化厂房建设工地，工程机械紧张作业、高
声轰鸣；文昌科技生产车间，火力全开、热火朝天；
诚通物流园内，一批批货物快速打包、装车，发往
全国各地；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人流不息，一批批返
乡创业、就业人员在这里筑梦拼搏。

走进同丰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正精心筹
备会务， 迎接今年首批国外客户。“公司的永磁直
驱输送机安标证已经下来，马上要正式生产，前期
预定单数很可观， 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8000万
元。”公司董事长王建国介绍，为确保产品供给，万
宝新区正帮助该公司协调规划新的厂房， 他对今
年的发展很有信心。

与同丰科技相隔的湖南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正在探讨新型城市立体车库方案。 他们
把今年的发展目标瞄准立体车库市场， 致力于开
发和生产适合城市需求的立体车库， 解决停车难
问题。 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易顺霞介绍：“结合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企业正逐步从传统的煤机生产
转向桥隧等工程机械的智能制造， 成功摆脱了发
展困境，去年实现销售收入8500万元。”

在中国物流娄底诚通商贸物流园， 各类本土
产品挤满了仓库。物流配送车间，一件件货物经皮
带输送线源源不断地分流，即将装车外运。工作人
员小刘介绍：“春节以来，物流发货持续高位运转，
车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几乎天天连轴转。”目
前，该物流园一期已满负荷投入使用，月配送量达
25276件，配送点从100个增加到1300个。

生产销售旺盛， 产业发展迅猛， 吸引了众多
“创客”前来筑梦。来到移动互联网产业园，服务大
厅被许多手捧简历的“小年轻”挤得满满当当。他
们中既有资深程序员、设计员，也有刚毕业的大学
生。 颐高创业小镇总经理曾庆丰介绍：“互联网产
业在娄底发展快速，需要大量技术人才，春节以来
每天都有大量前来咨询创业和应聘的客人。”目
前，园区已有35家互联网企业入驻，涵盖移动电子
商务、智能终端、平台服务、跨境电商、互联网+食
品制造、互联网+精准扶贫、网络直播等类别。

今年以来，万宝新区喜讯不断：“顺德造”家居
连锁直销平台顺利签下3亿元的合同，并有望与步
步高集团达成合作； 佳悦文化传媒发挥互联网优
势，把直播业务与政务活动、传统文化传播结合，
开辟了新的市场； 湘中博一环境监测项目即将开
工，有望年底前投入使用。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万宝新区党委书记
伍鹄精神抖擞：“要悉心完善园区配套， 倾心当好
服务员，让园区企业迎着春风绽放。”

工业经济形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
邵阳3项举措助企业节后生产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朝）2月21日下午， 记者在邵阳经开区三一专汽公
司装配车间看到， 工人们在忙着生产客户订购的
800台汽车。 该公司农历正月初六就恢复生产，生产
计划已排到3月份。园区另一家公司———拓浦精工公
司，同样在为订单生产忙碌。 公司负责人说，他们今
年已接到200万台智能电饭煲订单，价值约4亿元。

据了解，春节后，为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邵阳市采取了3项措施，即供优服务、解用工难、保
融资快。 在服务上，该市相关部门强化企业用电、
用油、用气等基本生产要素保障。 同时，该市各县
（市、区）陆续举办“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招聘会，解决企业用工难题。该市相关部门还组织
银行和企业召开协调会，搭建融资平台，开设企业
融资绿色通道，已帮助企业签约贷款20亿元。

目前， 邵阳市95%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已复
产。“工业经济形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一季度有
望实现‘开门红’。 ”邵阳市工信局负责人说。

望城区与湘雅三医院开展合作
共同打造紧密型医联体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谢璐）2月22日，长
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签署
共建健康望城暨望城区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共享、
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进行共建合
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根据合作协议， 双方按照湘雅三医院的体系
标准，制定望城区人民医院学科发展规划，积极开
展学科建设，争创省市级重点专科；共同制定望城
区人民医院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 选派
湘雅三医院骨干力量到望城区人民医院进行“传、
帮、带”；共同规划和完善望城区人民医院信息化
建设机制，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共建临床信
息数据中心， 加入和共享中南大学医学大数据平
台，促进智慧诊疗；创新创建医疗、医保和医药协
商管理机制，以望城区人民医院为龙头辐射全区，
共建望城区“防、治、康、老”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

望城区委书记孔玉成表示， 望城将全力推进
与湘雅三医院的深度合作， 努力把望城区人民医
院办成全省一流的县级人民医院， 推动双方合作
成为医联体建设的标杆和典范， 切实满足望城人
民在家门口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需求。

现场指导培训 应对低温阴雨
永州3000多名农技员

田间支招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

旺谭虹） “及时搞好田间排洪排水， 雨停了， 注意菌
核病的发生。” 2月24日， 宁远县高级农艺师胡兴在该
县九嶷山瑶族乡麦地村千亩油菜示范田， 指导农民群
众应对持续低温阴雨的不利影响。

2月以来， 永州市遭遇长时间连续阴雨低温天气，
导致全市大部分农作物返青发棵慢， 一些农作物病虫
害滋生。 为此， 永州市迅速组织3000多名农业技术专
家、 农技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群众搞好农作物
田间管理， 实施保暖防冻等应对措施。 江华瑶族自治
县涛圩镇万亩烤烟基地， 在永州市农科所6名农业技术
专家的指导下， 及时开挖围沟， 排出烟田积水， 并开
展猝倒病、 立枯病、 炭疽病防治。

到目前， 该市农业技术专家、 农技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现场指导和培训800多场次， 培训农民群众近6
万人次，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近4000个。

按“图”来建房 整洁而有序
实现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全覆盖

株洲

办事像“网购” 方便又快捷
705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办”

沅江

老百姓的故事 孟令武的“花果山梦”

� � � � 2月24日，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百龙天梯观景平台，野生猕猴成了游人拍照的“焦点”。 该景区的
野生猕猴经常活跃在百龙天梯、十里画廊、黄石寨等景点，成为自然风光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吴勇兵 摄“明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2月 24日

第 201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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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1040 673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02 173 259846

3 6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2月24日 第2019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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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0185084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2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10224
3 1335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5
67604

1347077
7389591

46
3242
55809
283219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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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与激流赛跑
邵东“最美跑哥”两度入河救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苏卓成 唐冉

“有小孩掉河里了，快来救人！ ”2月21日下午5时40
分许， 正在家里的向顺良听到爱人李贞元在屋外呼救，
立即冲出门，看到河边有个小孩在激流中挣扎沉浮。 向
顺良立即边跑边脱掉上衣、蹬掉鞋子，纵身跳入了河中。

河水湍急，一下子就将小孩向下游卷去。 向顺良无
法游着去救小孩了，只得立即爬上河岸，顾不上脱下湿
漉漉的衣裤， 迎着寒风在岸边顺着河流的方向拼命奔
跑。 在距小孩20多米的下游处停下来，再次跳进河里。

他一手抓住一株在水中的小树，一把扯住被水流快
速冲来的小孩，但河水太急，他和小孩“僵”在激流中。

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肖加顺跑来， 将一根6米左右
长的竹竿伸向他。 向顺良一只手紧紧地扯着小孩，另一
只手牢牢地攀着水中小树，用口咬住竹竿的尖梢，慢慢
移向岸边。

向顺良的妻子和村民姚建军等人也赶来帮忙，将他
和小孩扯上了岸。 村民现场对小孩进行了简单的抢救，
并及时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小孩已脱离生命危
险。

向顺良是邵东县宋家塘街道青龙村村民，家住在邵
水河刘家桥附近，今年56岁。 被救小孩杨某，今年6岁，在
河边玩耍时不小心滑到了河里。

向顺良勇救落水小孩的事迹迅速在村里传开，大家
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 大家说：“当时情况紧急，可惜没
有拍下向顺良奔跑的姿势和救人的画面。 尽管这样，他
仍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奔跑者！ ”

蓝山：把绿叶做成金叶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2

月23日，蓝山县塔峰镇百叠岭上，云蒸雾绕，一排排茶农
穿行在绿油油的茶园，采摘今年的第一批“早春茶”。“今
年我们创新制茶工艺， 提高茶叶品质， 预计可产高档茶
100余吨。 ”三峰茶业公司董事长雷沅传笑着说。

百叠岭海拔最高处891.5米，光照好，云雾多，生产的
红碎茶和大叶苦茶曾分别荣获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
和国家农业部银奖。由于山上长期不通路和电，传统茶产
业一度没落。 2009年，三峰茶业有限公司在百叠岭租山
种植高山有机茶，如今已发展到1万余亩，百叠岭茶园被
省茶叶研究所评为全省最大的100%自有高山有机茶基
地。

近年来，蓝山县围绕“一片叶子”做文章，聘请省茶叶
专家制定《蓝山县茶叶发展总体规划》，大力扶持发展茶
叶产业，以百叠岭万余亩高山有机茶产业基地为龙头，把
茶叶产业发展成为产业脱贫的新路子， 带动了大桥、浆
洞、犁头、荆竹、湘江源等一批山区乡镇种植高山茶。组织
茶农开展茶叶栽培技术培训， 对传统产茶区进行品种改
良和有机化种植改造。

一系列的扶持措施，让一片绿叶真正做成一片金叶，
蓝山县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 全国重点产茶
县。 目前，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2万余亩，2018年产值达
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