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卢国辉)12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张家
界分行与张家界天门山先导区管委会签署
协议，总授信200亿元，在未来5年内，助力
环天门山区域旅游开发。

环天门山区域集聚了丰富的旅游资
源，是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双核之一。目前，
该区域已建成的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天门狐仙、老道湾旅游休闲度假区等项目，

今年已签约七星仙山度假区、 七星仙山观
光火车等重大项目。未来，环天门山区域将
形成南部养生度假区、 西部生态探险旅游
区、北部艺术乡村聚落区、东部影视人文体
验区的旅游空间布局。

此次签约授信， 将为天门山片区旅游
的腾飞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同时，也是农
行继去年为该市4家龙头旅游企业综合授
信100亿元后的又一大动作。

农行200亿元助力环天门山开发

03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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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杨建 王琳)省水利厅今天发布通告，决定将
湖南三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5个市场主体
列入我省水利建设市场黑名单，对怀化市水
利水电工程总队等12家市场主体分别记不
良行为记录一次，并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1年内不得参与水利项目投标甚至注销
执业资格等处罚措施。省水利厅建管处处长
周柏林介绍，这是《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红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自今年11月实施
以来，省水利厅公布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首
批黑名单。

因在花垣县朱朝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湖南三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怀化
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常德沅澧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被列入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从
业单位失信黑名单， 有效期从2016年11月
22日至2017年11月21日；黄意忠、刘春林被
列入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从业个人失信黑
名单， 有效期从2016年11月22日至2021年
11月21日。

根据《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红黑名
单管理暂行办法》， 对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

体，在全省范围给予“实行市场禁入”“从严核查
资质”“禁止评先评优”“列入重点监管” 等联合
惩戒措施。如，在黑名单有效期限内，禁止被列
入黑名单的从业单位、 从业人员参与水利建设
市场招标投标、政府采购活动；对依法可不进行
招标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将工程、货
物和服务发包给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

毛建国

有权威媒体的报道显示， 在一些粮食
主产区，有的种田大户由于种粮效益下滑，
甚至亏本赔钱，以致消极观望、减租退租。
然而，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则是另一幅景象：
大米已成当地支柱产业， 很多农民通过种
植大米实现了致富，甚至开始在一、二线城
市购置房产。

同样是种植粮食， 为什么五常种出了
“风景这边独好”？那就是政府长袖善舞，充
分发挥了“有形之手”的作用———当地政府
不仅申请“五常大米”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还花费1000多万元打造了水稻生产全流程
监控的可追溯认证体系， 一旦发现大米质
量问题，可以追溯到具体种植户。他们通过
航拍，把耕地划分到具体的承包人，连每个
地块中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等含量都标
注的一清二楚。 在产品质量控制上，“五常
大米”执行的标准，甚至比国家大米的标准
还要高。正因为有着一套成熟体系，让“五
常大米”的品质得到了有效维护。

政府还把大量精力花在维护品牌形
象上 。一方面 ，为防止企业在五常大米中
掺杂普通大米欺骗消费者，相关部门花了
100多万元， 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光谱检
测设备，一旦发现掺混造假，便“一次性给

它踢出整个溯源平台”；另一方面，为了保
证农民更好销售，当地政府在主流电商平
台开设了五常大米官方旗舰店，并在今年
8月专门成立了网络打假部门，仅一个月，
就在电商平台发现57起侵害 “五常大米”
商标权的线索。

“五常大米”是服务农民的好榜样，给
各级政府带来了积极的启示。在市场经济
背景下讲民生民富，不要把政府服务与市
场力量对立起来，不是不要发挥政府的作
用 ， 而是对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更高要
求 。在服务民生服务发展上 ，固然各地情
况不同 ，但 “有形之手 ”、“无形之手 ”、“勤
劳之手”缺一不可，只有同向发力，才能同
频共振。

农业是湖南的优势， 是全面小康的基
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建设优质农副产
品供应基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重
要的抓手，提出要发展精细农业，推广多样
化的社会化服务模式，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培育打响“湘”字号农副产品
品牌。比照“五常大米”助农致富的经验，我
们不仅要有所启发，更要发现不足，加快形
成组织形态优化、技术装备先进、数量质量
效益并重、一二三产业融合、生态环境可持
续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格局， 做大做强湖南
粮食种植业，帮助湖南农民更好致富。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刘勇）今
天， 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活
动在长沙县春华镇启动。12月31日是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 在接下来的
20多天时间里， 统计部门将通过多种形
式，宣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和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知识，提高农业普查的知晓度，
提高社会各界对依法统计的认识度、 支持
度、配合度。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统计部门

组织了统计法律知识暨农业普查知识有
奖竞赛， 向村民们发放了一批宣传资料，
普查员表演的“三句半”《农业普查到你
家》， 在欢乐的笑声中传递出诸多统计规
矩和知识，令人印象深刻。据悉，2017年1
月至5月为湖南农业普查登记和数据处理
阶段。

12月8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颁布纪念日，统计部门今天同时就该法
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

三湘时评

“五常大米”助农致富的启示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周怀立 白
培生 通讯员 罗欣）今天，学习贯彻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分别在株洲
市、郴州市举行。

在株洲举行的报告会上， 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晖以《深
入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 为题， 从大会的主要特
点、党代会报告的重要精神、省纪委工作报

告的主要精神3个方面，深入解读了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李晖说，省党代会报告以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为主题，既贯彻了中
央精神，也彰显了湖南特色。报告提出要立
足“一带一部”定位，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 吹响了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号角。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讲师团副主任谭

跃湘在郴州举行的报告会上，深入浅出地宣讲
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的精神。他以“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为题，从过去5年丰硕成
果从何而来、未来5年宏伟蓝图向何而去、今后
工作重点如何而动3个方面， 对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谭跃湘说，省党代
会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和要求，今
后工作重点就是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矢志不渝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面依
法治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与会党员干
部聆听后纷纷表示， 党代会报告既有理论高
度，又结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今后，一
定要把学习成果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
加快发展作贡献。

省委宣讲团
在株洲郴州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通告处罚 联合惩戒

水利建设市场主体首批黑名单公布

12月8日， 慈利县众
创空间， 返乡创业者拿着
自己的产品， 露出幸福的
笑容。目前，该众创空间吸
引了38个创业项目入驻，
提供800余个就业岗位。
今年1月至11月， 该众创
空间电商交易总额达到
2.2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黎小湘 摄影报道

返乡创业
氛围浓

（上接1版）
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介绍，2014年，

四明山森林公园成功获评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 该公园由四明山片区和鼎新湖片区
两部分组成， 公园内植物资源与植物景观
较丰富， 共发现维管束植物217科787属
1586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银杏、伯乐树等。公园现已记录鱼类32种、
陆生脊椎动物199种， 其中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22种。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自然景观特色

突出，长龙江大峡谷神秘莫测，谷内林荫蔽
日，雾气缭绕，飞瀑流泉，神奇美丽宛若人
间仙境。腾云岭等36峰山体磅礴，气势雄
伟。“十里画廊”珍珠般串联着登仙崖、绝情
谷、碧玉湖、野牛坪瀑布等景点。仙人弈棋
惟妙惟肖，鼎新湖山环林密、水清如练，庙
山坑瀑布飞流直下、溅珠喷玉。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还留下了王首
道、张大野、王佐等革命志士的足迹。这里
也是宗教圣地，共有寺庵遗址49处。其中
万福寺紧靠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通讯员 阳锡叶
记者 左丹）今天下午，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全
省高校领导干部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宣讲
会，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
长、 湖南省青年社科委副主任殷晓元博士做
宣讲报告。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
成员陈飞跃主持报告会。51所在长高校的党

政主要负责人和宣传部长， 以及湖南商学院
的部分师生代表，共约300人参加。

殷晓元紧紧围绕党代会报告“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而努力奋斗”的主题，宣讲了全省过去5年取
得的发展成就和基本经验， 今后5年面临的
形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愿景、发

展定位、发展战略、发展抓手，今后5年工作的
重点任务。同时，还宣讲了省纪检监察过去5年
的工作成绩、经验体会，和今后5年的纪检监察
工作。

与会人员表示，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省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省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 各高校将以此
为契机，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不断将各
项工作引向深入， 不断开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局面，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宣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