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游客在古村游览观光。当天，“相约资兴·乡归流华”———2017年郴州（夏季）
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在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景区开幕，吸引了5万余人前来游览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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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四平

我国南方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灾的战斗进
行得如火如荼时，去年那篇流行的网文《抗洪，让
我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 近日又开始刷爆朋友
圈。 文中像是亲历又像是搜罗网传的荒诞见闻，
附带跟帖者的愤怒拍砖、讥讽嘲笑，扰乱着民众
的心神，给本已忙碌不已的抗洪工作增添了一份
无序。

该文与某些惯于煽风点火的网络大V日
前的微文、博客看似不同，其实一致 ，都充满
了对党群同心、 军民同力众志成城抗击洪魔
的猜忌和埋怨，试图制造抗洪救灾工作的“塔
西陀陷阱”， 让政府和民众双双不能自拔。对
此，我们当理性看待、保持警醒。

为了自己家的一棵树而拼命阻挠救灾，宁
愿打麻将也不愿意义务烧开水，因为村头有些

积水影响跳广场舞而埋怨干部不作为……网
文所列举的这些灾区怪象，笔者作为一个曾二
十载参与或组织抗洪战斗的武警指挥员（作者
系武警湖南省总队直属支队政委———编者
注），从没有亲见，并且相信这些现象应属极端、
个别。据此扼腕 “人心不古”，感慨世态炎凉，担
忧国民的“劣根性”将使国家民族坠向深渊，未
免太过庸人自扰。但就是这种有意或无心的杞
人忧天，近些年每逢灾害来临，就会成为流传坊
间的一大股“负能量”。

而总体事实并不是他们描述的那样。 就像这
次在湖南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中， 我们看到最
多、感受最深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情景：党政军民
精诚团结、并肩作战的英勇姿态；灾区大娘硬往官
兵手里塞自己家的煮鸡蛋； 微信朋友圈里发起的
“为抗洪官兵加油”赢得了无数深情点赞；大批志
愿者和企业家发起的爱心行动……正是深蕴其中

的正能量，激励着人们战胜困难、砥砺前行。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没有理性，眼睛是

最坏的见证人。 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留声
机、传播者，面对有关灾害的新闻事件和网络
传言，是理性平和对待，还是盲目跟风唱衰 ，
考验的是民众的成熟度和媒介素养。 在抗洪
抢险这个特殊战场上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 、
赢得最终胜利？传递正能量、唤起人民的信仰
尤其重要， 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
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微笑的眼睛，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心怀
善念、理性思考，做传递正能量的现代公民 ，
理应成为人们在互联网时代的精神特质 。面
对道德不断被唱衰的声音， 与其充当冷漠与
怀疑的看客，不如怀揣温暖去改变，从而汇聚
更多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力量，让更多人坚
信“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怀化市委常委、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印宇鹰

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带动性强、 参与面
广的扶贫方式，具有返贫率低、可持续的特
点，更具备物质和精神“双扶贫”的优势。通
道县委提出“奋力旅游‘二次创业’，以全域
旅游深化脱贫攻坚”，大力实施“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 。 2016年
全县实现旅游收入18.4亿元， 连续三年保
持30%以上的增速。

“全域旅游3个+”是实现脱贫致富的
强大引擎。突出“旅游资源+”，将全域蓝图
画好。通道是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
县委、 县政府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来建
设和发展，高起点、高标准制定全域旅游规
划， 全力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突出
“旅游产品+”，把产业蛋糕做大。加快景区
提质、业态提升、服务提效、营销提速，目前
全县已建成国家级4A景区3个 、3A景区4
个，形成了休闲度假、医养健康、民俗体验
三大旅游主业态。突出“旅游扶贫+”，用美
丽战胜贫困。 重点发展中药材等优势特色

农业，规模建设铁皮石斛、青钱柳、兰花等
产业园，打造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综合体。
全县已建成星级农庄11家、旅游侗寨17个、
特色侗家乐旅馆45家， 为贫困户人均增收
800元以上。

当前旅游扶贫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
战。产业基础薄弱与县级财力紧张并存，整
体配套提升难度大。由于通道底子薄、基础
弱，旅游相关要素不完善，存在游客进入性
不高、配套功能不强等问题，成为制约全县
旅游扶贫的最大瓶颈。 贫困人口存在资本
与能力双重不足，参与旅游发展的难度大。
加上通道贫困面大、贫困程度较深，缺高层
次人才，推进旅游发展的后劲也不足。企业
投资与精准扶贫存在目标差异， 协同融合
难度大。企业投资旅游追求效益最大化，旅
游扶贫要求贫困人口获益最大化， 产业发
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与精准扶贫的公共目
标属性， 使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迫切需要
找到一个“焊接点”。

旅游扶贫亟须创新模式 。 创新 “景
区+”模式。依托景区 ，村寨和群众通过资
源入股分红、在景区就业等实现增收。在景
区、园区周边建设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景
区、园区就业等后扶政策。创新“园区+”模
式。依托产业园，通过土地流转打造特色种
植基地， 有效增加农民经营性、 财产性收
入。创新“公司+”模式。企业帮扶贫困户 ，
以特色种植、土地出租、就近务工等形式实
现增收。创新“互联网+”模式。建设省级电
商扶贫示范县， 让贫困户脱贫搭上 “互联
网”快车。创新“项目+”模式 。推行旅游经
营、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等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实施溪口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确保76个
贫困村每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万元以
上 。创新 “支部+”模式 。建立创业示范基
地，培育党员种养示范大户，带动贫困户致
富。

焦风光

全城“的哥”都是“卧底”！近日，一张题为
《致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的一封信》的传单照片在
网上流传，该倡议由山东省某市“创卫办”发布，
要求当地出租车司机在创卫 (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专家来暗访时通过专用暗号及时报告。

“一旦怀疑乘客为专家，立即将红色太阳帽
置于左前挡风玻璃处，并在街头、市场等地遇到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时，鸣笛四声……”乍一看这
传单，不禁让人想起杨子荣孤身入匪巢时用的
暗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本是一部民生
剧的创卫工作，却硬是扭成了“谍战片”，此中暴

露出来的问题让网民纷纷表示“大跌眼镜”。
创卫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居环境、 美化

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2014年国家颁布的
国家卫生城市的“八项标准”中，无一不关乎
民生。 既然创卫是一项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
民生工程， 其核心工作就应该是对照标准查
找差距，并逐一切实整改，而不是把精力放在
挖空心思寻捷径、想尽套路作文章上。

让的哥当“卧底”，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据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统计， 公众最反感的
10种官场形式主义中，“为迎接上级视察弄虚
作假” 位居第二；“抓工作只重表面， 不重实
效”位居第六。创卫不是从每条街道 、每个社

区抓起，把工作重点放在整治市容、打造和谐
宜居环境上，而是作表面文章，显然是这两种
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

让的哥当“卧底”，败坏了社会风气。此举的
根源在于一些干部、 职能部门的急功近利思想
和惰性作风。如果按照公开信所“倡议”的那样行
事，势必助长弄虚作假、巧于应付的歪风邪气，既
有损党和政府形象，也会影响到干群关系。

对创卫中存在的问题，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方能有的放矢、药到病除；胡乱放箭、头痛医脚
只能偏离靶心、无济于事。摘掉的哥头上的“卧
底”帽子，实实在在搞创建，才是民心所盼、民意
所归，否则即使创建成功也会是徒有虚名。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填报高考志愿时， 还是要听下教
育专家孔子的指导意见。

“应进必进，一切姓‘公’的资源，都要
纳入交易中心阳光交易。”

———目前， 惠州市小到鱼塘、 山地承
包，大到土地拍卖、重大建设项目、海域使
用权等，都统一纳入交易中心交易。

“如果一走了之，我过不了自己那关。”
———家境困难、 剐蹭宝马车后主动留

纸条“求赔偿”的秦先生如是说。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

的就是笨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

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

致辞。
“那个老人家那么热的天在路边卖菜

也不安全。”
———宿迁几名城管日前在巡逻途中，

凑钱买下一位违规摆摊老者的所有青菜，
让老人赶快回家。

《北京市旅游条例》 将于8月1日起实施。该
《条例》首次设单独章节阐述民宿和“一日游”等
概念及相关事宜， 对于屡禁不止的非法 “一日
游”，最高处以10万元罚款。

低价揽客，虚假宣传，中途甩客，强买强卖，
态度恶劣……不独北京，非法“一日游”在全国
各地都已臭名昭著。 之前因为缺乏清晰界定和
监管细则，追踪、查处非法“一日游”都存在不少
困难 。北京市此次出台的 《条例 》，处处体现了
“严”“实”“细”的特点，为各地重拳整治非法“一
日游”确立了标杆。 文/林辉 图/尹志烨

灾害面前，
请做传递正能量的理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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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7月9
日， 由三一重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遥控挖掘
机交付武警交通六支队。 作为专业的救援设
备，这种遥控挖掘机将应用于洪灾、泥石流等
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

据了解， 该遥控挖掘机去年年底投向市
场，目前三一重机与武警交通、国内大型煤矿
合作，开发生产了20多台同类特制产品。

三一重工副总裁、 三一重机总经理伏卫

忠介绍，第三代遥控挖掘机具有防震、防摔、
防水等特点，还有遥控距离可达2000米的遥
控远程立体视觉系统， 实现了操作室与现场
作业听觉、视觉同步。

“以前救援抢险，都是肩挑人扛，如今‘肉
搏’的场面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先进的救
援装备派上用场，既有救援速度，又保证了战
士们的安全。” 武警交通指挥部司令部副参
谋长向明清表示。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肖志雄 )在政府、
银行的帮扶下, 广大债权人积极支持配合 ,
企业主动作为 ,� 湖南九龙集团化债脱困目
前已取得阶段性成绩,债务化解工作正有序
开展。

九龙集团是一家综合性、 规模型民营企
业， 受经济下行影响, 近年来出现了资金困
难。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脱困工
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积极支持。省工商联、
省政协经科委、 省金融办共同召开专题研讨
会， 认为九龙集团适宜采取在司法重整的前
提下，政府精准帮扶的组合化债方案。长沙、
韶山全力支持九龙集团项目的重新启动。娄

底市委、 市政府组织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帮扶
工作小组， 召开了20多次专题会议， 组织
99.9%的个人债权人与债务企业达成了新的
和解还款协议；成立了银行债权人委员会，协
调银行贷款。

目前， 九龙集团正在积极盘活长沙的台
商总部大厦项目、韶山的九龙新城项目，以及
娄底的仙女寨悠活酒店、环球商业广场、汇金
国际大厦、湘中文化演艺中心、九龙国际商业
广场等项目。九龙集团努力通过保护产权、盘
活资产，引进合作伙伴，保证资产保值增值，
偿还债务， 全面有序地开展债务化解等各项
工作。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点工程———宝兰（宝鸡至
兰州）高铁开通运营，西北地区由此全面融入全国
高速铁路网。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10日将首次
开通1趟广州直达兰州高铁， 途中经停长沙南站。
这意味着，长沙将首次有了直达兰州的高铁，届时
长沙可高铁直达全国16个省会、4个直辖市。

广州南-兰州西高铁，10日起开通去程，8
时55分从广州南始发， 中途停靠长沙南后于
11时20分开车，当天19时23分抵达兰州西。途
中停靠武汉、郑州、西安、天水。

11日起开通返程，8时5分从兰州西始发，
途经天水、宝鸡、西安、郑州、许昌、孝感等10
余个车站后，当日17时39分抵达长沙南。

长沙至兰州的高铁去程为8小时3分钟，
返程耗时9小时34分钟。具体票价为：商务座
2381元，一等座1171.5元，二等座762元。

之前，长沙至兰州只有普铁列车开行，最
短车程21小时18分钟，需在列车上过夜。

广铁集团介绍，根据客运情况，还将适时
开通1趟长沙南始发直达兰州的高铁车次。

宝兰高铁开通， 标志着中国高铁打通了
横贯东西的“最后一公里”，与已开通运营的
徐兰高铁西宝段、兰新高铁连通，使甘、青、新
三省区融入“四纵四横”全国路网布局，实现
了与中东部地区的大贯通。

重拳整治非法“一日游”

坚定信心振兴企业

九龙集团化债脱困取得阶段性成绩

遥控救援挖掘机交付武警交通部队

宝兰（宝鸡至兰州）高铁开通

长沙今起
可高铁直达兰州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邓竹君 邱晓敏） 今晨2时5分， 一架载有
278名旅客的埃及休闲航空AL916航班，从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经过10小时25分航行，
于北京时间今日12时30分抵达埃及阿斯旺。
这标志着湖南首条直飞非洲航线开通， 这也
是继法兰克福、洛杉矶、悉尼、墨尔本、莫斯科
航线后，我省开通的第六条洲际直飞航线。

该航班由埃及休闲航空公司采用空客
A330机型执飞。 每周日从长沙起飞， 每周一

班，同时开通阿斯旺、开罗两个航点，实行“一
周开罗、一周阿斯旺”滚动执飞的模式。即，去
程每周日0时40分从长沙起飞； 返程每周六9
时10分（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慢6小时）从埃
及（开罗或阿斯旺）飞往长沙。空中飞行时间
约11小时左右。

记者从运营该条旅游航线的中新正大国
际旅游公司获悉，目前，该航班不对外售票，
旅客可在湖南各大旅行社报团乘机出游。

此前，湖南旅客前往埃及需在北、上、广或

其它城市转机，需花18小时以上。直飞埃及航
线开通后，将极大方便我省及周边省市旅客出
行。这对我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我
省“开放崛起”战略，以及充分发挥长沙机场区
域性国际航空枢纽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为满足暑期旅客旅游出行需求， 湖南各
机场近期还将增开至西宁、敦煌、秦皇岛、济
南、海拉尔、鄂尔多斯、无锡、晋江，以及马来
西亚槟城、新山，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巴淡岛，
泰国素叻他尼等国内外航班1200多趟。

湖南首条直飞非洲航线开通
为我省第六条洲际直飞航线，长沙可11小时直飞埃及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7月7
日，华菱钢铁发布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至13亿元，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至10亿
元，基本每股收益0.298至0.331元。

记者查询历年财报数据得知， 这是华
菱钢铁自1999年上市以来半年度的最优
业绩。

公司方面表示， 业绩扭亏为盈且大幅
增长，得益于2017年上半年以来钢铁行业
下游需求有所复苏， 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经营形势好转；加之
公司持续构建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营
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品种结构调
整和降本提质增效取得了积极进展， 各核
心子公司效益皆有改善。其中华菱湘钢、华
菱涟钢利润大幅提升； 华菱钢管二季度实
现扭亏为盈；汽车板公司自2016年12月扭

亏以来实现持续盈利。
华菱钢铁同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控股

股东华菱集团承诺，将在股票复牌后的6个
月内，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逐步实施增持计
划，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1亿元。

此前华菱钢铁宣布因拟置入的金融资
产今年出现亏损， 且拟置出的钢铁资产业
绩已大幅改善等原因， 公司与主要交易对
手方华菱集团、 财信金控就终止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达成一致。 目前各方已经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终止重组相关协议， 且相关议
案于7月7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审议通过。华
菱钢铁股票将于7月10日开市起复牌。

华菱钢铁董事长曹慧泉表示， 制约公
司盈利的因素正逐步消除， 公司对下半年
经营状况及实现全年盈利充满信心，“未
来，公司将借助钢铁行业的高景气态势，继
续全力做精做强钢铁主业。”

华菱钢铁预计上半年盈利11至13亿元
为公司上市以来半年度最优业绩，华菱钢铁股票今日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