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月27日，涟源市桥头
河镇大范村， 农户在制作
油炸豆腐。 过年打豆腐是
当地的传统习俗。 春节临
近， 农户们将自家种植的
黄豆，加工成农家年豆腐。

“腐”“福”谐音，多吃多福，
当地俗称“发财豆腐”，除
了鲜吃，还制成炸豆腐、冻
豆腐、豆腐干等美食。

张扬 摄

舌尖上的
年味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1月25日， 雪后的郴州城阳光普照。
湛蓝天空下，郴江清清，公园滴翠，街道
干净而整洁。

郴州的市民越来越有种“住在公园
里”的感觉。 这得益于从2010年开始，郴
州实施绿城攻坚、三年城乡绿化攻坚。 在
2014年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
林城市后， 郴州又跻身国家生态文明示
范工程试点市。

扩大生态空间，突出山水特色

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造成
的生态破坏， 促使其思考如何走持续发
展之路。

“把生态环境建设好，把生态优势发
挥好，才能抢占生态发展制高点。 ”郴州
市委书记易鹏飞说，他们坚持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发展生态文明， 郴州具备得天独厚
的条件， 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森
林公园8个、湿地公园4个、地质公园1个，
还有苏仙岭、 东江湖等风景名胜100多
处，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温泉

之城”。
郴州11个县市区中，有7个列入了重

点生态功能区，其中嘉禾、临武、宜章、汝
城、 桂东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资
兴、桂阳为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瞿海表示，最
近几年， 他们大力调整中心城区空间结
构，扩大生态空间，突出山水特色，构建
以东江湖、苏仙岭、万华岩、飞天山等为
主体的青山绿地生态城市。

实施青山碧水蓝天净土工程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郴州从2013
年开始，围绕构建生态自然、生态产业、
生态宜居、生态文化4大体系，全面实施
青山、碧水、蓝天、净土4大工程，力争
2020年成功建成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

目标就是动力。 郴州各地深入开展植
树造林和封山育林，进行山系、水系、通道、
城市和村镇绿化，加速推进“青山工程”。

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经多年开采，
生态破坏严重。 通过采取人工造林、封山
育林等生态修复措施， 现在三十六湾矿
区及陶家河流域沿线生态植被得到很大
改善，“山上绿屏、水岸绿网、道路绿荫、
乡村绿化”的生态美景初步显现。

郴州还以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试点

市为契机，大力实施“碧水工程”。 市生态
文明办副主任李群伟介绍， 市里以河湖
综合治理为重点，规划建设100个水生态
景观工程，目前已完成一大半。

郴江河经过4年综合治理，20多公里
长的“臭水沟”变身水景长廊，重现当年
一江碧水映白云的美景， 成了市民休闲
好去处。

为推进“净土工程”和“蓝天工程”，
郴州对柿竹园、 瑶岗仙等工矿区及全市
427座尾矿进行了综合治理， 并引导火
电、水泥、造纸等方面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退出。

近年来，郴州共筹资260亿元，用于
青山、碧水等4大工程，发展油茶、茶业等
生态产业。 汝城、桂东已跻身全国重点产
茶百强县。

入选中国大陆城市“氧吧”50强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清新空气被一

些地方视为‘奢侈品’，当下，它们却成了郴
州人民的‘日用品’。 ”前不久，全国绿化委
相关专家在郴州检查时感慨地说。

环境好不好， 感受最深的当然还是
郴州人。

住在郴州苏仙区城东新区的王朝军
老人， 每天空闲时都会到西河沙滩公园

散步。“以前西河上游有采矿、选矿企业
数百家，弄得西河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
老人告诉记者，近几年市、区采取措施，
严厉打击非法采选矿， 并因地制宜在河
边建起了一个占地500亩的沙滩公园，西
河水质得到根本好转， 每天来沙滩公园
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荒滩变公园的事，在郴州还有很多。
行走在西河、郴江河等沿岸，记者发现游
园一个接一个，园中有园。 在郴州，大大
小小的公园、游园现有104个，它们像一
颗颗绿色翡翠，点缀在郴州大地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 郴州空气质
量和群众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 2015
年底，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发布“2015年中
国大陆城市‘氧吧’50强”，郴州是全省唯
一入选的城市。

更让郴州人骄傲的是， 由中国城市
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15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排行榜”，入选城市30个，郴州
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目前，郴州森林覆盖率达67.71%。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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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快过年了，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困难群众都很关心。” 1
月27日， 益阳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黄进良来到安化县冷市镇
南华村， 走访慰问贫困户。

南华村与桃源县交界， 山多地少， 村民收入来源和就业
门路窄， 是国家级贫困村， 2014年人均纯收入仅2525元。

在村民张财化家， 黄进良送上大米、 食用油、 棉被和慰
问金。 2015年10月， 由益阳市纪委牵头， 市统计局、 市四人
民医院、 国网益阳供电公司和人寿保险益阳分公司作为成员
单位， 在南华村开展“一进二访” 和帮扶活动。 这是黄进良
第7次进村。 在村里， 他结了不少“穷亲戚”。 每次来， 吃住
在村里。

“你要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 ”在村民黄子玲家，黄
进良叮嘱她16岁的女儿。黄子玲的丈夫因病去世，她独自一人
带着一对儿女，家中欠了很多钱。 在南华村，因病因灾致贫的
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南华村实际，益阳市纪委牵头起草了南华
村精准扶贫工作规划，对急需解决的路、电、通信等基础设施
建设进行了初步规划和项目对接。目前，通村公路正在拓宽硬
化，老化电路正在改造……而且因户施策，帮扶到人，每户贫
困户都有一名帮扶责任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28 2 6 2
排列 5 16028 2 6 2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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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水碧 天蓝 绿满城
———郴州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纪实

金洲并村 众心归一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武建平 熊伟） 1
月28日， 在桃源县双溪口乡龙
珠山村， 不少村民在复垦平整
土地， 干得热火朝天。 村支书
唐建红说 :“村里的砖厂取缔
后， 全村可新增耕地300亩。”

桃源县共有35家实心黏土
砖厂。 2015年， 该县县城被列
入全国第二批禁止使用实心黏
土砖县城后， 县政府明确由县

工信局牵头， 负责非法黏土砖
厂关闭、 取缔工作。 为确保在
当地年底关闭所有非法经营的
黏土砖厂， 工作人员先后深入
到剪市、 盘塘、 郑家驿等18个
乡镇， 与乡、 村、 组干部一道，
多次就关闭黏土砖厂进行商讨，
得到各方理解与支持。 同时，
鼓励符合条件的黏土砖厂转型
升级，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 陬
市镇畲田富民砖厂等6家黏土砖

厂投资1.2亿元， 升级生产新型
墙体材料， 获得省级认定。 对
关闭后符合复垦条件的， 由县
国土资源局优先上报安排土地
平整项目。

桃源县这次共关闭黏土砖厂
35家， 境内非法黏土砖厂已全部
取缔， 一年可节约耕地866.25亩、
能源3.2万余吨标准煤， 减少排放
二氧化硫813.75吨、 二氧化碳
99.2吨、 粉尘1260吨。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腊八炕上快起坐，进山早早办年货”、“黄蜡薯皮猪耳朵，
欢庆丰年喜乐乐”……1月27日，客家山歌唱响在攸县鸾山镇
新漕村集镇“十里长街”。

这里是攸县酒埠江风景区旅游环线通往鸾山白龙洞景区的
乡土旅居新城。当天，攸县第三届春节民俗文化节在这里举行，湘
赣边界十里八乡的乡亲与长株潭的客人们纷纷赶来，边赏鸾山美
景，边听客家山歌，边购山里年货。

乡土特产琳琅满目
从南到北，远远望去，新漕村集镇大道两厢，湘东民居风格

建筑张灯结彩，人流涌动如潮。年货展销摊位上乡土特产琳琅
满目，散发出淳淳乡情、浓浓年味。

鸾山镇咸弦村村民毛伟雄忙得乐不可支， 他向客人夸自
家制作的兰花根，糯米是自己种的，油是山里茶籽榨的，全部
材料纯天然无污染。他说，近些年每逢春节临近，他都会请村
里10多个妇女做帮手制作兰花根。今年借文化节东风，可赚
30万元。

看着野生乳参、白龙烟笋、山里焙肉等土特产俏销，鸾山
镇党委书记王宜斌高兴地告诉记者， 呼应全国“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镇里争取到举办这届节会，以推动当地
发展。鸾山是攸县海拔最高的山区镇，也是酒埠江国家地质公
园核心地质遗迹保护区，洞奇、山秀、水美，还有煤炭、铁矿等
宝藏。要实现新常态下新崛起，鸾山必须加快推动煤铁“黑色
经济”向旅游“绿色经济”转型发展。

据了解，去年，鸾山镇投入19亿元，加大对景区、林区、矿
区和镇区等绿色提质改造，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近2万元，比上年增长12%。

独立鸾山风光特好
“我爱鸾山好，诸峰似城绕。君独立其中，俯视众山小……”新

漕村集镇晨牧坪广场，鸾山人精彩展演龙灯、龙泉狮灯、洪氏剪纸、
客家山歌等省市级优秀民俗文化“非遗”节目，边歌边舞。一位领舞
者对记者说：“镇里现在大力抓生态建设， 我们要跟着舞出福民强
镇的美丽发展之路。”

据介绍，近年来，鸾山镇以“互联网＋乡土生态人文旅游
开发”，大力建设“公司+农户+基地+市场”产业链，发展了一
大批乡土观光购物龙头企业。

新漕村村民钟伟民说，他创办的株洲白龙野菜腊焙食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现在拥有先进的山野菜和腊焙食品加工生产线，
并建成了香椿、乳参等几个千亩人工野菜培育基地和一个万亩天
然野菜基地，年生产加工能力已达数千万元。目前，公司已开发生
产白龙烟笋丝等20余种乡土特色产品，有的还打进了国际市场。

庆丰年，一位当地农庄主从“洪氏剪纸”第四代传承人洪源
先生手中接过一幅“囍”字剪纸，又去书法台上挑选对联，挑来挑
去，他觉得还是“山清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多”最合心意。

“十里长街”道丰年
———攸县第三届春节民俗文化节见闻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月 28日

第 2016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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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 1040 1439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860 173 494780

4 6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月28日 第2016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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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0078017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3
二等奖 2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26301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33
86312

1408582
8786345

44
2456
48286
371119

3000
200
10
5

1512 14 16 27 32

一年追薪近2000万
开福区快调快处清欠农民工工资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易筱思）“感谢
党委和政府，让我们能在春节前拿到工资，过个热闹年……”农
民工罗某拿回自己追讨了5个多月的工资，激动得热泪盈眶。 昨
日上午，在长沙市开福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监督下，标杆公司
在人社局补发了30多位农民工兄弟的工资共计11.8万余元。

开福区人社局局长陈朝晖介绍，去年9月，标杆公司因
拖欠农民工工资被劳动监察大队立案调查，经过4个多月与
公安、检察联合执法，其逃跑法人陈某被从福建押解回长，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据了解， 开福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清欠工
作。 以“优先立案 快调快处”为原则展开多方联动，让“老赖”
无处遁形。 2015年，共接待投诉欠薪案件1236件，共帮助劳动
者追回工资1990.2万元，1000多人追回薪资。

七进深山帮“穷亲”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施泉江

宁乡县金洲镇合并村， 9个
村减少5个， 仅用了14天， 减幅
之大———居全县首位， 推进之
快———比县里要求的1月31日完
成并村早了半个月， 效果之
好———户主投票赞成率极高。

金洲镇是长沙大河西开发热
土， 合并村是村组和农户重大的
利益调整。 镇里充分调查论证，
摸准了“谁与谁合”， 消融了各种
阻碍， 保持了合并村人心顺畅。

杯酒释怀

金洲镇全民社区， 是高新
区核心开发村， 账上现金几百
万元， 固定资产近千万元。 沩
桥村是个穷村 。 两者合并是

“贫富配”， 全民社区一些人说
“吃了亏”， 要投反对票。

镇和全民社区干部一轮又一
轮入户交流。 社区群众中威望高
的居民姚菊华， 请组长们到自己
家， 一边饮酒， 一边谈心， 讲政
策、 讲沩桥村的发展后劲， 组长
们如梦初醒， 社区投票赞成率达
98%， 远远高出“2/3户主投票、
过半数赞成” 的要求。

“伞动” 人心

南洲村 、 箭楼村面积大、
山地多， 产业发展有关联性。
南洲村是全省外事活动接待窗
口， 知名度较高。 两村合并，
箭楼村民不同意村部设在南洲，
村民代表反对态度坚决， 理由
是村部太远， 合并后办事不方
便。

应镇里要求， 原箭楼村老支
书邓明芝打着雨伞， 挨家挨户说
理。 看着寒冬风雨中老支书一身厚

厚的棉袄， 听着老支书入情入理的
话语， 村民表示服从镇村决定， 箭
楼村投票赞成率达100%。

“首富” 转弯

龙桥村80%的土地被征收，
账上存款1400多万元， 还有大量
固定资产， 是金洲“首富”。 坪石
村土地尚未大规模开发。 两村合
并， 龙桥村村民坚决地表示“合
村可以， 先分钱， 不分钱不合”。

镇村干部集中力量， 登门
走访党员、 组长、 村民代表，
民主表决形成集体资产处置方
案。 镇退休干部陈建高， 善于
做群众工作， 投票那天正好60
岁生日， 他不请假， 寒风冷雨
中完成了60多户的入户投票。
最终， 龙桥村村民代表大会和
群众投票 ， 均达到 100%赞成
率。

桃源关闭35家黏土砖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