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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怀化，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生态
优越，森林覆盖率高达70.83%，是中国九
大生态良好区域之一；历史悠久，是红军
长征北上的转兵地、中华民族抗战的受降
地；风情独特，保留着完整的原生态民俗
文化资源。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生态文化旅游
产业作为四大特色支柱产业之一来培育，着
力构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体系，全面推进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强化规划抓统筹， 优化旅游
发展全域布局

立足“生态”“民族”两大优势，围绕“一
核三极两轴三区”发展布局，按照多规合一
要求，编制怀化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形成
全域覆盖、统筹发展的格局。

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域旅游体制机制，建
立市县两级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研究解决全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
重大问题，加强对旅游规划、政策制订、重大
项目和整合营销的统筹协调，形成大旅游工
作格局。

组建市县两级旅游发展委员会， 建立
“1+3”旅游综合管理体制和全市旅游市场联
合执法监管机制，切实强化旅游监督管理职
能。

突出项目抓考核， 实现旅游
要素全域提升

牢固树立项目化工作思路，以产业考核
为导向，突出项目招商、景区建设，补齐旅游
发展短板，全力培育现代旅游产业体系。

以主城区为核心，包装推出一批投资50
亿元以上的大项目， 实施怀化大峡谷景区、
黄岩景区、山下花海景区、凉山风景区城景
融合工程，谋划推进“龙田湾文化旅游特色

街区”建设，构建品牌、精致、休闲、数字、开
放的旅游城市。

以雪峰山云端全景旅游观光轻轨列车
为龙头项目，加快雪峰山大花瑶景区开发建
设，将雪峰山打造成张家界之外的湖南第二
张国际旅游品牌。

以“侗苗风情”“古城商道”“沅澧生态”
“雪峰康养”“好运怀化”5条精品线路为统
领，推进洪江古商城保护开发、通道万佛山·
侗寨创建国家5A景区工程等重点旅游项目
建设。

以补齐旅游发展短板为突破点，启动24
条通景公路建设， 高标准建设1家五星级旅
游饭店和3家以上四星级旅游饭店， 扶持发
展一批精品主题型民宿新业态。

狠抓旅游产业发展考核，将投资上亿元
的重点旅游项目和创建4A级以上景区项目
纳入全市重点项目巡检。

创意营销抓整合， 实施旅游
市场全域营销

深度整合营销品牌，抢抓“南国雪峰”旅
游品牌先机， 深入挖掘雪峰山花瑶文化、稻
作文化、抗战文化、宗祠文化，举办走读雪峰
山大型旅游科考之旅、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节等主题活动，全力打造以怀化为主体的雪
峰山旅游品牌形象；推动“中国醉美侗乡”和

“古城商道”两大旅游品牌营销升级。
全面整合营销平台，以移动互联网为主

攻方向，构建以怀化旅游客户端（APP）等新
媒体为主体的自媒体营销体系；强力推进怀
化旅游IP工程。

积极整合营销力量，成立全市旅游营销
联盟，统筹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旅游品牌
营销。

统筹整合区域营销，积极融入张吉怀精
品生态文化旅游圈、张家界桂林黄金旅游走
廊，实现借船出海。

创新创业抓驱动， 激发全域
旅游新功能

高度重视旅游创新， 努力通过技术、制
度、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创新，为旅游发展
催发内生动力。

强化创新政策支撑，制定旅游创新创业
发展行动战略，出台旅游创业创新专项扶持
政策，建立旅游创客标准体系和创客服务指
导中心，设立孵化机制，培养创新人才。

建立旅游众创空间，建设省旅游文创中
心， 开发建设移动互联网旅游创客空间，聚
集草根创业群体、精英创客群体、时尚创业
群体，推动旅游业并购、整合和创业创新。

大力营造创新氛围，邀请国内知名创客
和专家，每年举办10场旅游创客培训；组织
旅游创客赴外地“取经”；策划举办旅游创客
大赛，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创
业项目和旅游创业扶贫典型的示范作用。

培育新业态抓融合，汇聚全域
旅游发展合力

推进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挖掘整理和培
育龙舟文化、福寿文化、夜郎文化、屈原文化、抗
战文化、稻作文化、侗苗民俗文化等地域特色
文化品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打造
一批旅游文创基地，研发一批旅游文创产品。

推进旅游+中医药康养发展， 积极创建
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示范基地、示
范项目，延长产业链条，加快怀化市医养健
康产业园、雪峰山生态康养基地建设。

推进旅游+林业融合发展， 建设保护好
10处森林公园、5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自然
保护区生态旅游区、5处森林养生基地、10处
花卉苗木观光基地。

推进旅游+体育融合发展，推进攀岩、漂
流、龙舟、滑翔伞、户外徒步等山地、江河、低
空、生态户外运动休闲旅游产品开发。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曹娴 李秉钧）
记者今天从郴州市环保局了解到，自中央第
六环保督察组进驻我省以来，该市针对发现
的问题，已责令147家企业整改、立案查处企
业45家， 罚款332.53万元；5人被行政拘留，
约谈问责干部105人。

郴州市对督察交办信访问题，要求各级
各部门“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 既有
“量”，更有“质”。同时，组织专业队伍，下到
基层，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督
察，对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环境的企业，

该整改的整改，该关停的坚决关停。
截至5月10日12时， 该市共收到中央环

保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94件，其中重点交
办案件46件。目前，该市已结案21件。群众反
映的资兴市兴宁镇萤石厂废水污染问题、北
湖区东风路油烟污染问题、油麻镇浪石村采
石场噪音污染问题、同心桥郴嘉路养猪养牛
场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桂阳县樟市渔场水污
染问题、 全市垃圾集中焚烧大气污染问题、
永兴县马田镇提取煤矸石生态破坏问题等，
均已得到妥善处置。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雷振华 记者
柳德新）今天，农行湖南分行与永州市政府签
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农行湖南分行
将在“十三五”期间为永州提供400亿元意向
性信用额度支持， 全面推动品质活力新永州
建设。

农行永州分行近期将重点从5个方面入
手， 推进计划信用支持额度达200亿元的项目
建设：从全域旅游开发升级上下功夫，重点推
进双牌阳明山旅游开发、零陵古城建设、东安
舜皇山旅游综合开发；从优化生态环境上使实
劲，着力推动贤水河流域、湘江源舜水河流域、
潇水河流域等河流综合治理；从美化基础设施

建设上想办法，积极支持双牌县城市停车场建
设、永州高铁站改建、永州凤凰岭公园建设等
重大项目建设落地；从保障地方新型能源建设
上出力，全面促进上江圩风电场、光大垃圾焚
烧项目、道县洪塘营风电场项目等重大工程提
速；从金融精准扶贫上用真情，提供扶贫妇女
贷、扶贫光伏贷、失地农民养老贷、扶贫富农
贷、 进城农民安家贷等精准扶贫全覆盖产品，
有效推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去年以来，农行湖南分行组织辖内永州分
行主动对接永州市各类重大项目建设。 截至4
月底，农行永州分行首批已对16个项目投放贷
款20.6亿元。

反映王新法感人事迹

话剧《热血老兵》
上演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5月11日晚， 常德市文化馆
大剧院座无虚席， 人们含着热泪观
赏了原创话剧《热血老兵》 首场演
出。

这部话剧由常德市剧作家周志
华创作， 广州话剧团常德籍青年导
演刘煜执导， 反映不远千里来湘扶
贫的石家庄老兵王新法在石门县南
北镇薛家村带领群众“拔穷根”的感
人事迹。 话剧充分体现了王新法无
私奉献的精神， 展现出了一个个真
实生动的情景， 令观众深受感动和
教育。

王新法是湖南新时期扶贫攻坚
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4年前，60岁
的王新法自发从河北石家庄来我省
石门县薛家村义务扶贫， 将100多万
元个人积蓄全部用于扶贫帮困和当
地公益事业。4年时间，使薛家村家家
户户通水、通电、通路，乡村旅游、茶
叶产业等初具规模，成功摘掉了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跨入了省级文明示范
村行列。今年2月23日，王新法因劳累
过度突发心肌梗塞，牺牲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

�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颜石敦）“今天，距第
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开幕仅剩
7天， 各国参展的宝贝陆续运抵郴州国际会展
中心。”5月11日， 矿博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矿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4届，受到展商、嘉
宾、观展者一致好评，其影响力直追美国图森
展、德国慕尼黑展。据了解，第五届矿博会共吸
引美、法、德等50多个国家100多名展商参展。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优化信息沟通渠道，与
矿博会举办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联动。郴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和霞凝港办事处，联合在长沙
霞凝港对来自境外的矿石及标本进行放射性
检测和动植物检疫，实现“无缝隙、零等待”。

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建蓉介绍，目前组委会已迎来美国、秘鲁等20
多个国家参展的矿石及标本， 共8个集装箱160
吨，包括顶级自然金、祖母绿、碧玺、海蓝宝等。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柳德新）今后，
我省由农信社改制组建的农商银行，将成批
量、成建制地将股权集中登记托管至湖南省
股权登记管理中心。5月8日， 省农信联社与
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签署股权登记托
管服务协议。

今年年底前，我省农信社将全部完成改
制组建农商银行工作。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
中心是湖南股交所全资子公司，为企业提供
股权登记托管服务是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

中心的基本职能之一。
据悉，推行股权登记托管，有利于规范

农商银行股权管理并保持股权增值，便捷监
督股权转让、质押冻结等情况。同时，还将有
效促进全省农商银行对接资本市场，搭建培
育上市后备资源和推进企业上市的平台，借
助托管方提供的改制、辅导、股权融资、债权
融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等一系列支持与
服务，为农商银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
有利条件。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
讯员 柳琴声）今天，华菱涟钢一炼轧厂3#转
炉主控室，相关人员正在紧张调试干法除尘
系统各项控制数据。 此时，3#转炉正在冶炼
复产后的第四炉钢， 从监视屏上可以看到，
蓝天白云下的转炉煤气放散塔静静伫立，没
有冒烟的现象。

10日晚3#转炉点火烘炉，与该转炉配套
实施一次烟气湿法改干法除尘工程也投入
使用。这个投资近亿元的新环保项目，每年
可为涟钢增加收入4000余万元。

涟钢从去年9月开始， 采用行业先进技

术，开工实施了一炼轧厂转炉一次烟气除尘
湿法改干法除尘工程。这一项目不仅可以大
大提高转炉烟气捕集率，彻底解决该厂转炉
冶炼偶尔冒烟的问题；而且粉尘排放量被控
制在每立方米15毫克以下，远低于国家环保
粉尘排放每立方米30毫克以内的标准。

据该项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一次烟气
除尘湿法改干法除尘工程项目也是一个典
型的节能项目， 不仅具有水耗电耗更低的特
点，同时也将回收更多的煤气和除尘灰，其中
煤气回收量一年较改造前增加5427万标立方
米，除尘灰回收量较改造前增加1.51万吨。

市州长谈全域旅游

激发怀化全域旅游巨大潜力
怀化市委副书记、市长 赵应云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整治环境问题不手软

郴州192家企业被整改查处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钱向平）5月10日， 经近半个月昼夜
施工，邵阳县下花桥镇双江村合山养殖场污
水处理设施完成了一级硝化池、曝气池修建
和设备安装。同时，对该养殖场污染事件中
存在失职行为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其
中诫勉谈话2人、党纪政纪立案26人。周边群
众拍手称好。

合山养殖场因污染环境问题，引发当地
群众不满。4月25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将其作
为第一批群众信访件之一，向邵阳市进行交
办。邵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当天成立了污染整治、信访维稳、调查追
责3个工作组， 制定整治方案并进场施工。5
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来到养殖场
进行督办，并与村民代表座谈，听取意见，要

求以最快速度将合山养殖场污染环境问题
全面整治到位、查处到位、追责到位、整治信
息公开到位。

邵阳市委、市政府还以这次中央环保督察
为契机，建立单位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的
工作机制，环保、工信、国土、林业、住建、水利
等相关职能部门紧密配合、联手行动，按“快、
准、狠”要求对环境突出问题进行查处和整改。
至5月9日，共接到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环保突出问题99个，已办结24个，责令163家
企业整改，立案处罚20家，立案侦查8件。

同时，邵阳市对工作滞后、履职不到位、
成效不明显的地方和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
人， 对不能按期完成整改工作的地方和部
门，启动问责程序，严肃追责。目前，已约谈
68人，问责13人。

邵阳快速整改环保突出问题
已责令163家企业整改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晔）5月10日晚， 娄底市委主要领导通过
视频与各县市区负责人逐一对话， 详细了
解各地办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的
情况。

据了解，近一段时间来，娄底市每晚调

度抓环保，严肃问责不松懈。至5月9日，共收
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119件， 已办
结69件，办结率为57.98%。目前，已责令企业
整改51家，立案处罚25家，责令停产12家，查
封扣押1家，移送行政拘留8人，移送追究刑
事责任6人，约谈10人，问责29人。

娄底：交办信访件办结率为57.98%

�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刘忠良 方巍）5月9日， 平江县委副书
记、县长黄伟雄率水务、公安、环保、国土、工
信、海事、水文、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等部门近
300名执法人员，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
治汨罗江伍市镇河段非法采砂行为。现场拆
除非法砂场6处、解体上岸采砂船6条、运砂
船10余条，并当场责令其余20余处非法采砂
场限期自行拆除整改。

近年来，市场砂石需求剧增，导致砂石
开采成为暴利行业。 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

为谋取个人私利，不顾河道安全，非法采砂，
影响了水生态环境与河道行洪安全。此次专
项整治行动以全面取缔非法采砂场、采砂船
为重点， 执法人员采取对砂场切割断电，将
采、运船只切割解体上岸等雷霆手段，对河
流沿线非法采砂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向采
砂人员宣传有关法规、政策。目前，正在全县
范围内对非法采砂进行全面清理。 对在采
砂、储砂、运砂经营活动中违反河道采砂管
理规定的行为，做到发现一处、打击一处、取
缔一处。

平江重拳打击非法采砂

农信社将全部变身农商银行
股权将集中登记托管，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 � � � 5月11日交办信访件194件， 累计交办
2110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
布为：省本级1件、长沙市61件、株洲市9件、
湘潭市11件、衡阳市33件、岳阳市14件、益
阳市5件、常德市13件、邵阳市6件、郴州市
13件、娄底市8件、永州市11件、怀化市6件、

自治州3件。按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染40
件、噪声污染23件、生态破坏21件、餐饮油
烟污染26件、垃圾污染16件、畜禽养殖污染
21件、水污染24件、固废污染2件、重金属污
染6件、土壤污染1件、扬尘污染2件、其他污
染12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分类情况一览
（第十七批 2017年5月10日12时-5月11日12时）

涟钢除尘项目年可增收4000万元
粉尘排放量控制在每立方米15毫克以下， 低于国家

每立方米30毫克以内标准

农行湖南分行主动对接重大项目建设

永州获400亿元意向性信用额度支持

矿博会“宝贝”陆续运抵郴州

校园文化 民族融合
5月9日下午，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汉族学生在哈萨克族学生布置的毡帐内品尝民族美食。当天，长沙理工大学举行第二届民

族文化节，5000余名师生参加。长沙理工大学现有少数民族学生2512人。学校每年举办少数民族风情节、民族文化节及古尔邦节晚会、
藏历新年联欢会等活动，师生同联欢、各民族共庆贺。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唐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