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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11月27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副省长蔡振红来到湖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巡查中央机关及直属
机构201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笔试。他强调，公务员考试关系到
党和政府的形象， 要加强安保和
医疗等方面的保障， 确保考务工
作圆满完成。

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17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于11月26
日至27日进行。 湖南此次考试报
考的考生有33827人，共设考点16
个，1130个考场。 ■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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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19322831.48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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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8�7�2�5�2�9�8

排列 5开奖号码：6�6�8�9�0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6�8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2
18
219
2840
32328
353983
389390

5000000
15309
1800
300
20
5

10000000
275562
394200
852000
646560
1769915
13938237

4709
4175
0

1040
346
173

4897360
1444550

0

28 100000 2800000

本报 11月 27日讯 作为
“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
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以下
称 2016轨博会） 的分论坛，
“2016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可持
续发展技术交流会” 今日在长
沙市隆华酒店举行。

此次交流会由长沙市人民
政府、中轨集团联合主办，来自
全国各大院校、研究机构、各城
市地铁公司、业主单位的轨道交
通领域专家、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制造企业及服务商的专家和代
表齐聚一堂，共500余人就相关
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除了聚焦
城市轨道交通标准体系和关键
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的多样
化模式、信息化技术保障地铁的
安全建设运营、大数据和互联网
+在智慧城轨中的应用等热点
话题，大会还分享了长沙智慧地
铁的建设经验。

2016轨博会将于11月28
日—30日在新落成的长沙市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国家相
关部委负责人， 省、 市有关领
导，国内知名院士、专家，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使节
将齐聚长沙， 共同为推进轨道
交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出谋划
策。 同期举办的高铁经济论坛
云集顶级专家学者， 是我国乃
至世界首次就高铁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
析、研判和展望，将助推中国高
铁实现“走出去”的战略构想。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陈婷

幸福芙蓉
新增学位2万个

将新增学位2万个，实现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占比80%以上…… 26
日， 长沙市芙蓉区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芙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周春晖作《政府工作报告》。

未来五年， 该区将建成
白果园、化龙池等历史步道，
打造具有长沙印记、 芙蓉标
志的历史文化景观；同时，将
大力构建15分钟“入学圈、医
疗圈、健身圈、养老圈”。

未来五年： 力争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左
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9%左右。

锦绣开福
对40个社区提质提档

26日，长沙市开福区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开福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刘拥兵作《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开福区全年计划
实施重点项目119个， 总投资
305亿元。 将重点建设提质开
福大道、中青路、青竹湖大道、
冯蔡东路“两纵两横”城北主干
道。同时，开福区还将加快火车
北站、黄兴北路片区等10个续
建项目的扫尾清零，加快推进
西园北里历史步道建设，对40
个社区全面提质提档。

未来五年： 力争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地
方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0%

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3%以内；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长9%； 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综合能耗、 主要污
染物减排完成约束性指标。

绿色天心
建“开门见绿”的绿色城区

27日， 在长沙市天心区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代区长谢进对今后五
年的区域发展提出了目标。

2017年， 天心区力争引
进投资过30亿元项目1个、过
10亿元项目3个，新增“四上”
企业60家以上。同时，天心区
将实施“新三年造绿大行动”，
高标准完成“两路三口十公
园”建设，新增绿地100公顷
以上，打造“开门见绿、推窗见
景、百米见园”的绿色城区。

未来五年： 力争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7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8%， 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8000元。

生态雨花
圭塘河生态引水工程明
年通水

26日， 长沙市雨花区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开幕，雨花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刘素月在会上发布《政
府工作报告》。

2017年，雨花区将推进圭
塘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实现生
态引水工程通水，全面完成圭

塘河综合整治三期工程，积极推进
劳动路提升泵站改造、市级排污口
整改等工程， 力争实现截污率
100%，消除黑臭水体。

未来五年： 力争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8%以上；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生
态文明发展指标跨入全国同等城区
前列。

美丽望城
实现公交全域覆盖

逐步推行高中免费入学，打
造千亿级主导产业……26日，长
沙市望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2017年，望城将力争建成美
丽乡村30个以上；将继续推进“公
交都市” 建设， 实现公交全域覆
盖。实现省定贫困村“摘帽”、建档
立卡贫困户“清零”。建设4个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 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加快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确
保村（社区）全民健身点全覆盖。

未来五年：到2021年，望城区
财政总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工业
总产值分别突破120亿元、1000亿
元、2000亿元目标，打造1个千亿级
主导产业、10个百亿级骨干企业，
望城经开区进入全国百强园区。

又讯 11月26日下午，湖南
省宁乡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党员会议召开。宁
乡县委书记、大会临时党委书记
周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周辉要求
每位党员代表和委员要正确行
使民主权利，确保顺利完成会议
各项工作任务。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进良 石媚

2016轨博会今举行 官方企业学界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代表云集长沙

助推“高铁”走出去战略构想

11月 26日—27日，2016轨
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在“中国
电力机车之都”株洲举行，包括
四位院士在内的500多位国内
外领导、专家、学者和嘉宾，共
同把脉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成果，共商轨道产业生态未来。
峰会开幕式由株洲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何剑波主持。 株洲
市委副书记、 市长阳卫国代表
市委、市政府致开幕辞。

“在轨道交通产业不断寻求
高速、重载突破的同时，我们更需
要将轨道交通的技术引向绿色、
智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专家委
主任刘友梅建议， 把长株潭打造
成为“全球轨道交通博物馆”，以
株洲田心为核心， 建设全球轨道
梦工厂， 将株洲轨道交通产业打
造成为全球“烫金名片”。

据了解，峰会所在地株洲集
聚了中车集团旗下中车株机、中
车株洲所、中车电机、中车投资
控股四家子公司以及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配套企业300多家，形
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本地配
套率达70%以上，产品出口已覆
盖北美、南美、东欧、东南亚以及
澳大利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 李琪 李永亮 杨洁规

相关新闻

株洲
欲建全球轨道梦工厂

蔡振红
巡查国家公务员考试

11月27日，与会代表在了解智慧地铁融合控制系统。当天，2016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技术
交流会在长沙召开。 记者 唐俊 摄

长沙各区县“两会”陆续开幕

看看“民生大礼包”都有啥
近日，长沙芙蓉区、开福区、雨花区、天心区、望城区等区县“两会”开幕，民生话题

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区县在民生工作上都将有大动作，动辄就十
几个的重点项目。赶紧跟随我们一起看看吧！

■记者 陈月红 丁鹏志 杨昱 虢灿 叶子君 实习生 陈婷 通讯员 周密 谢昌友 苏继纯

聚焦长沙区县“两会”

本报11月27日讯 昨日,湖
南高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
地（中南大学环境司法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暨2016年度环境司法
论坛在长沙举行。来自清华大学、
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湖
南高院环境资源庭领导及法官等
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环境司法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本报11月27日讯 怀化市针对
精准扶贫出台了“1+12”系列文件，
通过“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贫困人
口跟着致富能手走、 致富能手跟着
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的四跟四走新路子， 实施了大量的
扶贫项目。 洪江市为加快电子商务
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和北京万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致力于实现项目异地对口帮扶，利
用互联网时代的资源优势， 替洪江
市17000余户贫困人口筹谋冰糖橙
的销售渠道， 通过互联网让冰糖橙
走出去， 解决以往数年本地冰糖橙
滞销的问题。据悉，当地将于12月
中旬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大力
推广冰糖橙扶贫项目。 ■曾哥

下月进京“卖橙”
洪江市推互联网+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