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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
来自全国畜牧行业的相关负责人， 在岳阳县
新墙镇枫树湾生态农牧园参观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时， 发现现场一台华润公司专门运
送天然气的管束车准备作业。 枫树湾生态农
牧园老板尹五光介绍， 他们把沼气加工成了
生物天然气，所以跟华润公司做起了生意。

尹五光从1997年养20头母猪起步，到
2016年已实现年出栏育肥猪2万头、 仔猪1万
头，是名副其实的“猪老板”。不过，他没有满
足，早就对养殖废弃物打起了主意，决心要把
它资源化利用，既保护环境，又增加效益。

2009年，尹五光根据自己当时的养殖规模，

建起沼气生产设施，消纳所有的养殖粪污。沼肥
全部回施到他流转的1000多亩种植基地， 沼气
除了供养殖场使用外， 还提供给周边1038户农
户使用，每立方米只收费1.5元，很受欢迎。

此举让尹五光获得政府部门、 当地百姓
的一致赞许， 他决心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宽一
些。在畜牧、农村能源等部门的支持下，枫树
湾生态农牧园于2016年兴建生物天然气项
目。 该项目对新墙镇及半径20公里范围内20
多万头生猪的养殖粪污实行统一收集， 生产
沼气、沼肥；沼肥从原来的“自给自足”，扩大
到给周边3万多亩耕地供肥； 沼气进一步脱
硫、脱水、脱碳，提纯为甲烷含量95%以上的生

物天然气，经管束车运送，进入城市供气管网
或汽车加气站。

今年5月底， 枫树湾生态农牧园生物天
然气项目开始试运行。根据设计，该项目每
年可生产生物天然气388万立方米， 每立方
米售价3元， 加上沼肥的销售收入和政府对
养殖粪污处理的补贴， 预计每年纯利可达
800多万元。

在尹五光看来， 这正好相当于他去年出
栏的生猪的利润。 而在全国畜牧行业的参观
者看来， 尹五光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猪老
板”了，他把养殖废弃物当成了源源不断的能
源矿，成了新型“能源老板”。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陈淦璋） 雪峰山旅游景区正在抓紧
开发中，工行移动POS机（刷卡机）已深入
到深山老林中的各售票点、 客栈等结算
处。 记者今天从工行湖南省分行获悉，雪
峰山旅游景区的核心景区穿岩山国家森
林公园拟提质改造，已向该行申请项目贷
款5000万元，该行将积极主动介入，助力
旅游扶贫。

在开发营运雪峰山旅游过程中， 雪峰
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通过景区带村、 景点
带组、劳务用工、安排就业、扶植创业、资源
入股、 组织农民合作社和传统文化表演等

形式，与景区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创造了
被誉为旅游扶贫的“雪峰山模式”，得到国
家和省里有关部门的肯定。

对精准扶贫的好项目，金融服务要“贴
身”跟进。自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成立
之初，工行怀化溆浦支行就成立了对口服
务团队。无论是投资理财收益、建设工程
款发放， 还是土地确权、 理顺产权关系
等， 该行均主动上门服务， 想企业之所
想，帮助企业强化财务管理。追赶“互联
网+”的脚步，该行还提供了“二维码扫描
支付”和“融e联”等创新业务，方便游客
和景区无缝对接。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胡晓建 袁钦

繁花似锦，姹紫嫣红，游人如织……6月
24日，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新塘村“新塘花
海”，引来邵阳市区近千名游客，观光赏花。

新塘7组谭秀兰， 一大早就忙完地里的农
活，在中午时分，赶在游客回家时，挑起满满一箩
筐刚采摘的蔬菜， 在花海门口摆起了“马路市
场”。不到两个小时，她的蔬菜就被游客抢购一
空。数着卖菜换来的钞票，她高兴地说：“多亏了

这个花海，把客人引到村里，在家门口就可以把
菜卖完，不用挑着蔬菜满大街地去吆喝。”

“新塘花海” 是大祥区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2016年2月， 从事建筑行业的夏雄鹰看到
村里荒芜了的土地，果断在村里流转土地320
余亩，栽种格桑花、百日菊等观赏性花卉，成
功打造成以花卉为主题， 极限滑草、 龙虾垂
钓、烧烤等游乐项目协同发展的花海旅游区。

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
盛景，游客纷至沓来。夏雄鹰说：“今年自5月
28日重新开园以来， 已经接待游客1万余人

次，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发动机。”
村庄变美了， 游客也日渐增多，“新塘花

海”基地周边自然形成一个小市场，村民在家
门口做起了小生意，摆摊售卖起自家农产品，
村里农家乐也增加到了6家。“现在每天都有
客人来，一到周末，生意就忙不过来，得请好
几个人来帮忙。”谈起“新塘花海”带来的变
化，在村里经营农家乐的夏桃花高兴地说。

夏雄鹰介绍， 基地每天都需要大量劳力
来整理花草、施肥，今年共解决当地80余名村
民就业，大多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新塘村村支书夏素娥说：“依托‘新塘花
海’ 项目的发展， 去年我村共有15户46人脱
贫，今年预计脱贫19户40人。”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杜龙程）“大厅登记， 窗口
审批，一站轻松搞定。”6月23日，在张家界
市永定区国税局机关办税大厅， 纳税人罗
红莉仅花10分钟就领到了发票，而去年申
领发票最少3天才能到手。

这是永定区国税局今年实施征管改
革后带来的新变化。“精简办税流程， 让群
众少跑路。”该局负责发票审批发放的纳税
服务科干部刘椰对征管改革体会最深。改
革前， 她在大厅前台为纳税人领发票进行
登记，领发票文书流转到政策法规科，由办
事员初审后科长再审， 再由分管副局长审
签，然后回转到办税大厅办理。一个流程下

来，多则5天，少则3天。改革后，纳税人领发
票登记、审批、发放，在大厅一个窗口轻松
搞定。

永定区国税局局长皮咏弘介绍， 把以
前4个科室涉及的基础税源管理服务职责
全部划入纳税服务科，设立10个基础税源
管理服务组，对税源进行精细化、网格化管
理，并设立4个税源风险防控科，构建完善
四级内控业务监督机制。 精简机关综合科
室人员，增加业务管理人员，征管效率明显
提升。今年1月至6月中旬，该局入库税收
66014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06%，同比
增收32021万元。此项改革，获得省国税局
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坚持资源化利用 实现绿色化发展

“枫树湾”沼气成了“天然气”
养猪大户尹五光变身“能源老板”

工行“贴身”服务助雪峰山旅游扶贫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黄朱文）今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郴州市中心支行获悉， 湖南有色金属（郴
州）指数发布5周年来，累计编发价格指数
175期、景气指数22期。该指数运行5年来，
其市场影响力逐步扩大，为各级政府、金融
机构、有色企业准确研判形势、科学决策和
防控风险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参考。

郴州虽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但丰
富的矿藏资源及产品优势， 并未形成相应
的经济、市场与价格优势，导致郴州在国内
外市场上缺乏话语权。为扭转这一局面，近
年来，郴州组织央行郴州市中心支行、市经
信委等，编制“湖南有色金属（郴州）指数”，
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向社会发布。 该指

数除了在省、 市两级政府门户网站等省内
平台定期发布指数周报外， 还在有关金融
报开设指数周报专栏，走向全国。

据了解，湖南有色金属（郴州）指数主
要由“价格指数”和“景气指数”两大类、11
个品种价格指数、46个景气指标综合构
成，具有原产地指数、战略小金属指数、产
业链上游指数与多层次指数等4大鲜明特
色。经对比检验，该指数目前与上海有色金
属价格指数、 伦敦金属交易所指数的相关
性系数分别达0.86、0.83，其整体走势基本
一致。金旺铋业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密切
地关注指数的信息变化， 可指导企业合理
调节生产经营活动， 有效提高了生产经营
效益。

湖南有色金属（郴州）指数五岁了

既便民又增收

永定国税征管改革带来新变化

“新塘花海”富了村民美了游客

长沙市劳动路
京广铁路跨线桥竣工

6月27日上午， 长沙市劳动路京广铁
路跨线桥全面竣工。 扩建后的劳动路跨
线桥将原来的4车道加宽至10车道 （含2
非机动道）， 提高了劳动路的通行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