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姜蔚 黄振

白云簇拥，青山环绕，汨罗江水悠悠淌
过。8月10日，记者走进平江县梅仙镇三里
村，走进了一片沸腾的群山。

修路、砌屋、引水、建果园，三里村摆开
了4处扶贫攻坚主战场。

三里村曾经到底有多贫困？ 村主任陈
武兴跟记者连说4个“没有”：村组没有通
公路，村里没有企业，村民没有好房子住，
大家没有好水喝。“全村980亩水稻， 是村
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人均只有0.4亩。由于
山高光照不足，产量很低，村民们根本无法
维持生计。”

三里村扶贫攻坚战是在今年2月打响
的。 岳阳市委办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勇带着
队员进山来了。他们决定：先把村组、组组
之间的路打通。

村民冯卫国在三里村土生土长。“以前
山路只有一米宽，两旁都是杂草和荆棘；山

路一到雨天都是泥。现在新修的马路有3.5
米宽。”他说，“原来到县城要一天，现在骑
摩托来回只要一个小时。路通了，家家户户
就都有了致富的盼头！”

凝望群山， 陈勇有了主张：“三里村山
上有野生猕猴桃，气候和土质都合适，我们
就种猕猴桃和黄桃！”2月初，该村跟岳阳峰
岭菁华果业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

挖机走进荒山，把“Z型”梯级平台镌
刻在一个个山头上。村上在山脚修建了10
个蓄水池，4000米的水管铺上山去， 将山
下的水抽进山顶的“天池”，再通过地灌系
统“泼洒”开去。

猕猴桃基地里， 打着一根根高2.4米、
长和宽各0.08米的水泥桩。短短2个月内，1
万多根桩子矗立在山包， 成了壮观的果园
棚架。

在种植黄桃的山头， 乡亲们每隔4米
挖一个坑，倒入营养土，悉心栽上树苗。

荩荩（下转4版）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昨天因救援被困群众而落水失踪的汨罗
市三江镇花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大元， 今天
6时许被当地干部群众找到， 但此时李大
元已不幸光荣殉职。当地群众惊闻噩耗，莫
不深感悲痛， 一些网友还用诗歌深情悼念
这位“三江英雄”。

8月11日晚上开始，汨罗市普降暴雨，
三江镇12日7时至10时降雨165.3毫米，引
发特大山洪。当日14时40分，该镇花桥村
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 汨罗市人武部民兵

应急分队紧急赶赴现场救援。 李大元乘救
援船只，一同前往救援被困群众。在救援返
程中，载有8人的船只意外侧翻，李大元和
村民胡安全落水失踪，其余人员获救。

事件发生后，汨罗市委、市政府主要负
责人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公安、消防、
民兵、沿岸干部群众、蓝天救援队员，奋力搜
救失踪人员。搜寻工作进行了整整一晚。

截至今天18时，另外一位落水失踪村
民胡安全尚未找到， 当地干群仍在全力搜
寻中。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端 盛源）今年初，“大岳阳城市圈”交通建设
大会战启动，大进大出、成网成环、互联互通的
城市环线“线路图”日益清晰。 昨天，岳阳市交
通运输局局长刘海波告诉记者，全市1至7月已
完成交通建设投资63.9亿元， 同比增长26%，
临湖公路皇姑塘立交桥、 北港大桥等6个项目
主体工程已完成。

岳阳市委、市政府立足市情，今年初提出
了建设“大岳阳城市圈”内外环线思路，全力打
造1小时交通圈， 启动交通建设大会战：2017
年至2020年， 投资560亿元， 主攻4条高速公
路、10条干线公路、10条城市道路和8728公里
农村公路建设，构建城际快速通道，对接长沙、
武汉的公路路网；打通城市圈内环、外环通道，
构筑市域全方位、绿色、快捷的立体交通体系。
为此， 岳阳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胡忠雄任政
委、市长刘和生任总指挥长的指挥机构。

会战启动后，市委、市政府19次研究交通
建设问题， 指挥部32次调度环线等重点项目
建设。 市政府设立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明
确市本级重要干线公路项目前期经费由市财
政先行垫付；还拿出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干线公
路、农村公路建设，支持交通建设大会战。 东、
南环线和G353监管中心进出口道路、S304、
S208、S211等8个项目相继开工。西、北环线可
年内开工。

目前，东、南环线进展顺利，年内可建成通
车，环线交叉路口采取立交形式，取消红绿灯，
大大提高通行效率；“外环” 已完成规划方案，
G107东移、 沿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加速
推进。“内外环”建成后，将把左宗棠故居、屈子
文化园、张谷英景区、幕阜山景区、东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和岳阳楼-君山岛景区等23个知名
景区尽收囊中，为岳阳全域旅游戴上“金项链”。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8月
11日，在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侗文
化村文化广场，身着侗族服饰的阿哥阿妹翩翩起
舞，激情表演原生态歌舞。 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
姿让来自北京、上海的游客如醉如痴。 该村皇都
侗文化艺术团团长欧俊楼告诉记者，艺术团30多
名本村的演员每月可领到3000元固定工资，其中
28名贫困对象已脱贫； 通过推出民俗风情游、侗
寨风貌游，全村两年共有567人脱贫。

怀化市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也是生态、民俗等旅游资源富集区。 从2015年开
始，市委、市政府将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4大特
色支柱产业之一来培育，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探索出“互联网+联动发展”、龙
头企业带动发展、全民众筹发展、景点带村发展
等4大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怀化市连续3年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
金，扶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各县（市、区）政府加
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 该市溆浦籍民营企业家陈黎
明牵头成立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投入2亿多元，创建了阳雀坡古村落、穿岩
山森林公园等3个国家级3A景区， 通过安排贫困
人口就业、资源入股、建农家客栈等，帮助3000多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其扶贫模式被列为国家旅
游精准扶贫示范项目。

把脱贫点变成风景点，让贫困对象成为旅游
经营户。 怀化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建设了
500余个美丽乡村旅游示范村。 该市鹤城区黄岩
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发动贫困户入股，打造了白马
村千亩石林花海和大坪村“怀化大峡谷”两个旅
游景区， 直接带动170户453人脱贫。 据统计，从
2015年以来，该市发展乡村旅游吸纳15万余农民
就业，带动近5万贫困人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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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刘勇

立秋已至，暑气未散。在汉寿县特种水产
科学研究所种苗基地， 科研人员正抓紧时间
对鳖 (甲鱼 )苗进行人工孵化。一旁的暂养池
中，已孵化出的鳖苗腹红背亮，个个灵动，待
长到20克左右后，它们将搬至“新家”精养池
慢慢长大。

汉寿有“中国甲鱼之乡”的美称。该地所
产甲鱼，“裙边” 宽厚坚挺， 肉质鲜嫩且不肥
腻，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优于其它一般种群。
2011年， 汉寿甲鱼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016年，产值达到7.8亿元。

在众多水产品中， 甲鱼是食补上品，向
来身价不菲，经济效益较好，各地养殖甲鱼
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据悉，现在市场上售卖
的甲鱼主要分温室甲鱼和仿野生生态甲鱼

两种。
温室甲鱼， 就是从鳖苗孵化到最后成品

上市，全程在温室环境中养殖，由于吃配方饲
料，再加上养殖温度较高，这种甲鱼的养殖周
期较短，有经验的养殖场只需要七八个月，就
可以批量上市了。然而，这样养殖的甲鱼，产
量上去了，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冬眠，其品质明
显下降，价格也随之下跌。

汉寿甲鱼，也曾经历过“阵痛”。近几年，
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品质、品牌效益带动甲鱼
产业发展，大力推广“大水面、仿生态、低密
度”养殖模式，制定了《汉寿甲鱼技术标准》
等， 遵循其天然的生长规律， 全面推行生态
化、标准化养殖。

在该县的湘湖水产公司养殖基地， 鳖、
莲、鱼混养的模式，让记者大开眼界。池塘中，
朵朵荷花开得旺盛； 池塘边， 爬满晒背的甲

鱼；池堤藤蔓上，串串葡萄晶莹剔透。
“我们的甲鱼放养在荷花池中，吃的是鱼

虾等天然饵料，个个健壮，腹部呈粉白色且无
黑点，外面的假冒不了。”公司董事长王业春
拿起一只甲鱼向记者介绍， 从幼鳖到成鳖，
仿野外自然生长， 通过微生物调控水质，最
关键的是， 让它们在天气寒冷时自然冬眠。
因此，一只甲鱼要历经3年以上时间，才能长
到约1公斤。尽管养殖成本高，但是品质高，
价格比市场上饲料甲鱼、温室甲鱼自然也要
高出许多。

荩荩（下转3版①）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湖南十大农业品牌巡礼

———走三湘 看扶贫

群山沸腾焕生机

救援被困群众时落水

汨罗花桥村支书李大元光荣殉职

� � � � 8月13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 余鑫雄 摄

衡阳“禁毒风暴”声势大
缉毒执法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均列全省第一

汉寿甲鱼：从快产到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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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张爱国 何晶明 李钢彪） 衡阳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近日会同衡阳县公安局在网技支队的配
合下，经过7个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起

特大贩卖毒品案，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2名，现
场缴获冰毒、麻古20公斤，斩断一条从广东到
衡阳的运输、贩卖毒品通道。

今年以来，衡阳市推出“治安先治毒、治

毒先治吏、查毒无禁区”的禁毒缉毒新理念，
在去年11月以来开展“卫士之光”严打整治百
日竞赛基础上， 于今年初又组织开展为期一
年声势浩大的“禁毒风暴”行动。市委、市政府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政策保障性文件， 将禁毒专项经费保障纳
入禁毒工作责任状内容。

荩荩（下转3版②）

“减法”和“加法”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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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长沙市
韶山中路雨花亭北的
地下通道，湖湘文化橱
窗内展示的长沙瓷和
醴陵陶瓷故事格外醒
目。本月10日，长沙市
雨花区36个地下通道
完成提质改造，地方戏
曲、木偶皮影戏、陶瓷
故事、潇湘八景、红色
诗篇等10个不同主题，
36个湖湘文化系列的
故事， 让地下通道成
为宣传地方文化的新
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地下通道“讲述”湖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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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精准发力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衡阳市，深入
常宁市、雁峰区、珠晖区、耒阳市等地检查
安全生产、 环境治理等工作， 调研园区建
设、 转型升级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他强
调，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调研。
许达哲首先前往常宁市， 考察了五矿

铜业（湖南）有限公司水口山金铜项目，着
重了解企业推进环境治理的措施和成效。
许达哲强调，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先导
示范作用，加快还旧账、严格控新账，拿
出具体方案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
断通过提质改造、 转型升级提高安全生
产和环保水平， 真正让绿色成为企业发
展的底色。

来到位于雁峰区的衡山科学城， 许达
哲了解了园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产业协
同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并考
察了人因工程与工业安全、北航（湖南）光
电技术等重点实验室， 走访桑谷医疗机器
人、思迈科等高新技术企业。他叮嘱相关负
责人积极争取更多国家课题和重大项目
落户，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随后，
许达哲分别在衡阳高新区、珠晖区，考察了

泰豪通信车辆有限公司和白沙绿岛军民融
合产业示范园军民融合推进情况， 并前往
耒阳市考察了绿海粮油等企业。

当晚， 许达哲连夜与衡阳市县两级负
责同志座谈。许达哲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 更好地把握稳和进的关
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全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确保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要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认
真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狠抓工作落实，圆
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狠抓实体经济发
展。盯住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瞄
准市场和需求，完善“中国制造2025”试点
示范城市群建设政策体系， 大力引智引资
引技，突出科技创新，以工业化与信息化融
合、军民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为抓手，加
大产学研结合力度，抓好政策和项目对接，
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的攻坚战，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的真心点赞。要全
力维护大局稳定。 紧紧盯住煤矿和非煤矿
山、道路和水上交通、烟花爆竹、危化品等
安全生产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
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提高本质安全度，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努力营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 � � �许达哲在衡阳检查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
等工作时强调

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