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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尚武）休闲
农业仅是农家乐？休闲农庄消费只能靠钓鱼、采
摘、一餐饭？同质化已成为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
陷阱。

今天举行的全省休闲农业发展论坛上，专
家学者纷纷献计： 挖掘农耕文化， 量身打造主
题，构建“一圈四板块”新格局，促进全省休闲农
业提质升级。

近3年， 全省新建和改扩建休闲农业项目
500多个，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过1000亿元，全省

4000多家休闲农庄年经营收入逾200亿元。省
农委主任刘宗林介绍，湖南休闲农业不断壮大，
但同质化问题严重， 大多是农家乐的钓鱼、采
摘、餐饮，停留在低水平。休闲农业的文化功能、
观赏价值、体验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2016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将休闲农业定位
为“新兴支柱产业”。专家预计，未来5年，休闲农
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

休闲农业如何打破同质化？专家称，湖南以
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环洞庭湖“鱼米

之乡”、湘西湘南山地立体农业、湘中河谷丘陵
盆地精耕细作，都非常有特色。挖掘农耕文化元
素，彰显休闲农业主题，即可破除同质化。

专家建议，湖南要构建“一圈四板块”的休
闲农业新格局。“一圈” 即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
圈；“四板块” 为湘北环洞庭湖区、 湘西武陵山
区、湘中雪峰山区、湘南丘陵山冈等休闲农业板
块；立足不同类型，出台细化标准，创建一批休
闲农业示范庄园、示范小镇，力推休闲农业迈向
高水平。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周怀立）今天，
湖南（株洲）第三届电商峰会圆满落幕，众多国
内知名平台高管和互联网大V与本地电商优秀
人士汇聚一堂， 峰会超过1500名观众参加，直
播观看峰会人数超过10万。湖南省首届网红模
特大赛决赛也在峰会现场完美收官。

本届峰会主题为“创变未来 新经济模式”，

立足于推动株洲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助力株洲
电子商务“互联网+”行业的脚步加快。峰会现
场，来自传统企业、互联网平台高管、资深媒体
等不同领域的大咖相聚一堂，对“互联网+”新
经济模式进行深度交流与讨论。

湖南省首届网红模特大赛历时近1个半月，
吸引300多名选手报名， 超过50万人次的线上

线下关注，集合株洲本地专业电子商务、模特经
纪、网红经济、摄影造型、本地服饰联盟、裤业联
盟共同打造，为企业及电商在“互联网+”创新
时代利用网红红利时期转型升级，展示株洲“互
联网+”产业发展的全新形象，将株洲“网红经
济”带入一个全新发展的多样化、多局面、多产
业、多维度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易庆安 易理旺 ）2016全省环
境监测分析技能竞赛近日落下帷幕，来
自全省环境监测系统的14支代表队、
42名选手参加竞赛， 长沙代表队获团
体一等奖，益阳、永州代表队获团体二
等奖，湘潭、常德、岳阳、张家界代表队
获团体三等奖，常德代表队的彭文华同
志荣获个人一等奖并被省总工会授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竞赛以水质监测分析技术为主题，
内容涵盖分析技术基础知识、 实验室操
作基本规范、 常规项目分析技术标准等
多个环节。

省环保厅厅长王一鸥表示， 环境监测
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石， 各级环境监
测人员要恪尽职守，切实做到四个说得清，
说得清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说得
清污染源状况，说得清潜在的环境风险，说
得清生态环境问题。全省3000多名环境监
测人员只要遵循“一万小时定律”，多流汗
水，必定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为生
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次竞赛由省环保厅、 省总工会联
合举办，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承办。从
2007年起，我省已连续多年开展环境监
测技术大比武， 我省环境监测队伍的能
力和素质明显提升。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王光登）最
近， 石门县审计局对某镇一把手实施经济责任
审计时，发现某村文书通过造假花名册套取5万
余元拆迁补偿专项款挪作他用的违纪事实，移
送有关部门后， 村支部书记和村文书均受到了
纪律处分。今年来，石门县审计局已完成审计项

目28个，向相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10件。
今年初，石门县审计局明确提出审计人员

个个要争当“三有”审计人，即要有始终如一的
公仆情怀，要有坚如磐石的责任担当，要有奋
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大大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工
作热情。以扶贫、民政、农村安全饮水、医保、征

地拆迁补偿等民本民生资金作为审计重点，截
至目前，该局今年已完成审计项目28个，向县
委、县政府提交审计要情和审计专报8期，均被
县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批示；向相关部门移送案
件线索10件，已有一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永州市拟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根据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予以核准
前公示。

永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拟选
址永州市坦塘垃圾处理场内， 不另新选
址，不需新增建设用地，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吨，总投资4.1亿元，项目业主为光大
环保能源（永州）有限公司。项目已通过
国土、环境影响评价、选址规划、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等审查， 并与永州市签订特
许经营协议， 目前已按程序委托评估并
通过专家审查。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
废渣、 二恶英等排放将按照永州市环保

局的环评批复相关要求严格执行。
公示时间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2016年12月6日至12日)，如有意见和建
议， 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省能源
局反映， 并具体列举理由和相关证明材
料。 单位意见请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联
系方式，个人意见请注明真实姓名、身份
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对匿名方式提出的
异议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 湖南省能源局新能源和
再生能源处， 传真：0731-89665103，邮
箱：86917836@qq.com� ；通讯地址：长沙
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28号省能源局

我省开展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
长沙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

关于永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核准前公示

湖南休闲农业突围同质化
全省4000多家休闲农庄年经营收入逾200亿元。专家建议，构建“一圈四板块”新格局

湖南（株洲）第三届电商峰会落幕
湖南首届网红模特大赛完美收官

今年已完成审计项目28个

石门审计盯紧民本民生资金

12月4日，长沙机场96777客
服中心， 工作人员热情为旅客服
务。日前，湖南省机场集团在全集
团开展“百日劳动安全竞赛”，为
旅客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苏莉
摄影报道

劳动竞赛
提升优质服务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谢国政）记者今天从省农机局获
悉，该局通过引入产业关联企业，壮大农
机合作社， 助力永顺县万坪镇上坪村脱
贫攻坚，探索出一条前景广阔的路径。

上坪村所在的万坪镇， 成块连片的
水田面积在永顺县各乡镇中位居第一，
很适合机械化作业。2015年， 在省农机
局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 上坪村成立了
惠丰农机合作社， 当年即盈利9.5万元，
每个贫困人口分得红利200元。

今年， 为进一步做活、 做大农机合作
社， 省农机局引入湖南龙虎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壮大原有农机合作社作业规模，
延长原有作业服务链条。全村稻田开展“稻
油”轮作，发展优质稻种植，由“龙虎生态农
业公司”统一规划和经营管理。公司以技术、
渠道及运营资金入股， 村集体以集体建设
用地和加工厂房设备作价入股， 共同投资

建设了年加工量可达2000吨的永顺山品粮
油合作社，开展生态大米和菜油加工、包装
及销售。粮油合作社通过集中规模种植，带
动农机合作社作业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村
集体每年获得分红收入不低于5万元。

今年5月，“龙虎生态农业公司”在上
坪村开展优质稻试点种植的40亩水田，
亩产近400公斤，7户村民实现收入3.2万
元；9月， 公司在村里建设了辐射面积
3000亩的油菜全程机械化示范片，惠丰
农机合作社直播油菜925亩， 其中免费
给90户贫困户直播300多亩， 明年每户
可增收2500元以上。

省农机局计划，通过2至3年的努力，
“龙虎生态农业公司”为上坪村培养熟练
操作农机设备的技术人员4人、懂营销的
管理人员2人，上坪村作为该公司的原料
和生产加工基地，两者深度合作，真正走
向市场、自主运行，全村脱贫“有机可乘”。

脱贫攻坚奔小康

引入企业壮大合作社
永顺县上坪村脱贫“有机可乘”

省发改委投资项目公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