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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苏莉）苗家
绣娘手工缝制的苗绣图案布包、产自海拔800
米高山上的绿色有机大米、 芳香浓郁的湘西
“苞谷烧” 酒……今天上午，“点亮心灯·烛照
未来”———湖南归国留学人员“扶贫创客”扶
贫成果展暨黑土麦田年货节湖南长沙专场公
益活动在长沙保利广场举办，“扶贫创客”们
带来了各自村里的特色农产品。

黑土麦田公益每年选拔并资助一批中
国籍优秀青年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开展
产业扶贫和社会服务。2016年， 黑土麦田与
各高校合作， 严格筛选了来自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国
内外知名高校的27名毕业生，作为首批“扶
贫创客”， 进驻15个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和
创业创新工作。2017年，黑土麦田“扶贫创客”

人数增长到58人。目前服务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的12个乡镇21个贫困村和
山东省夏津县苏留庄镇的4个贫困村， 服务
村民近2万名。

上海姑娘忻运就是2017届“扶贫创客”
中的一员。 忻运毕业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今年8月，她进驻花垣县吉
卫镇大夯来村， 负责该村乡村旅游开发项
目。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城市长大，以前对
乡村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非常感谢黑土麦
田公益项目，让她有机会融入乡村、了解乡
村、服务乡村。通过这几个月的接触，忻运
发现，村民的执行力组织能力都很强，一旦
认可他们的工作， 就会用实际行动给予配
合。目前，大夯来村旅游开发项目已经获得
县政府和社会资本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他

们计划将大夯来村打造成乡村旅游脱贫示
范村。

据悉，黑土麦田项目启动以来，带领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青年、种养能手等开办专业
合作社， 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政府扶贫资金
投入， 撬动并整合社会资源， 发展当地种植
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文化与手工业和
乡村旅游业等。过去一年，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帮助与支持下,�“扶贫创客”以各村特色资
源为基础，培育和打造了湘西苞谷烧、衡山山
茶油等特色项目，创造营收逾100万元，并引
入超过800万元的投资。

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 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长沙市委统战部指导，湖南欧美
同学会·湖南留学人员联合会青年委员会、黑
土麦田公益主办。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黄
婷婷）21日至22日， 全省创新发展农机事
业研讨会暨适机田土改造现场推进会在
湘乡召开。

来自各市州农机部门的与会代表，参观
了湘乡市栗山镇的丘陵土地适机田土试点
项目，该项目试点面积共500亩，采取了4种
改造方式：高梯台陡坡地轻轨拖机上山作业
模式、低梯台山地螺旋式改造模式、缓坡地
联通化改造模式和细碎条田去坎破界联平
改造模式，目前已经全部改造完成。

据省农机局提供的数据，改造完成后，

该试点区域的作业便道和幅度大大增加，
可以满足大中型农机进山作业， 耕地面积
增加3%至5%， 每亩土地产量及收益平均
提升10%左右。 在使用大中型农机代替人
工和小型农机作业后， 水田每亩节约成本
200至300元， 旱地节约成本400元以上；
同时，撂荒土地得到利用，农民可以就近务
工，增加了周边居民的收入。

省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罗方表示，
通过适机田土改造试点及示范， 可以为研
究制定《湖南省丘陵山区适机田土改造技
术规范》提供依据。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聂晨宇）热闹的歌舞节目，丰富的年货商
品，精巧的“非遗”技艺……今天，长沙市望城
区铜官古镇人头攒动，2017“相约长沙最美乡
村”闭幕式暨“丝路集市·古道传奇”乡村年货
节在此举行。

“相约长沙最美乡村”是由长沙市委、市
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委员会、市文
明办、市旅游局、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等单位承
办，各区县（市）政府协办的大型年度品牌活
动，从201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7届。

今年，该活动于4月份启动，历时8个月，
相继走进青山铺、 新康、 跳马等多个美丽乡
镇，通过举办“农创集市”“文明乡风微信随手
拍”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展示了长沙美丽
乡村建设成果，推广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生

态环境优美、功能配套齐全、人文气息浓厚的
全域旅游美丽乡村， 为促进长沙城乡融合发
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起到推进作用。

作为活动的压轴区县， 望城区美丽乡村
建设如火如荼，乔口跻身全国特色小镇、国家
卫生镇，靖港入选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铜
官、桥驿获评全省文明镇、经典文化镇，茶亭
大龙村入选全国文明村镇， 全区被评为全国
农村生活垃圾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区。

今天活动现场，望城区的“非遗”传承人
现场展示精妙的剪纸技巧和陶瓷拉坯绝活，
吸引许多游客观看。而在乡村年货节分会场，
新康裕源槽坊米酒、靖港卤香干、乌山贡茶、
宁乡花猪肉等来自长沙9区县（市）的特色农
产品汇聚一堂， 让市民游客一站式备齐了湘
味十足的年夜饭食材。

安仁中药材产业
成农民绿色银行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文华）12月22日， 在安仁县承坪
乡乐江村贫困户李锋的枳壳种植基地里，
李锋掰着指头算着自家的未来： 他家去年
种植600多亩枳壳, 再过两年进入丰产后，
每棵树每年能产生经济效益300元左右；有
了这个绿色银行，不仅能脱贫，奔小康也没
问题。

去年来，安仁县把中药材生产、加工作
为扶贫重点产业项目来抓， 先后安排2900
万元中药材产业引导资金， 引导中药材产
业发展，打造集种植、交易、深加工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条， 力争5年内将枳壳等中药
材产业打造成地理性标志产品和该县第一
个50亿级产业群。 该县注重战略投资者的
引进， 如湖南华夏湘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投资1.5亿元，建成中药饮片厂，年产7000
吨现代化中药饮片；并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贫困户”模式，发展枳壳、栀子等种
植基地5000多亩， 链接贫困户300多户
1200多人。

该县引导农户采取连片种植， 仅今年
就新增中药材面积5.3万亩， 其中连片500
亩以上的基地11个。目前，全县建立中药材
专业合作社32家、合作联社1家，今年实现
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有12家。通过中
药材龙头企业的带动，该县在灵官镇、华王
乡等13个乡镇，已有1.5万多农户参与到中
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中，不仅让2200多名
贫困劳动力就业， 还带动6070户贫困户种
植中药材7400多亩。 中药材产业成为当地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方“良药”。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
天， 长沙县青山铺镇天华山旅游景区正式开
园迎客。花鼓戏《少奇主席到我家》、歌舞《天
华山上万年松》热闹上演，天华山首届三人登
山赛精彩开跑。数百名登山爱好者，从天华山
万年松广场出发， 一路经过天华八景等主要
景点，欣赏天华山的秀丽风景，体验冬日登山
的乐趣。

青山铺镇是长沙县的北部名镇，是刘少奇

同志天华蹲点调查的所在地， 也是长岳古道
的重要驿站、长沙第三次大会战的主战场。这
里还是葡萄之乡、国家级生态乡镇。近年来，
青山铺镇依托自身优势， 积极发展红色旅游
和乡村旅游， 刘少奇天华调查陈列馆成为长
沙市首个“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天华
山初步打造成为了集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于
一体的风景区，成为长沙县发展全域旅游、加
快富北进程的重要力量。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张晓宏
记者 杨军）近日，国家电网益阳供电公司
联合湖南电力节能公司， 为中源钢铁有限
公司实施的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基本竣
工，投运后每年可减少燃烧标煤2.85万吨，
减少排放粉尘1770.7万公斤、 二氧化碳
6490.4万公斤、 二氧化硫195.3万公斤，推
动高耗能企业向绿色企业转型。

益阳供电公司为客户量身定制电能
替代和电力增容“一揽子”方案，至12月中
旬， 今年来已完成电能替代6.2亿多千瓦

时，使电能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强劲动力。
今年来，益阳供电公司积极争取当地政

府政策支持，引导社会主动选择电能，淘汰
高污染、低效率用能方式。同时，将电能替代
工作和电力业扩前置服务深度融合，主动上
门向客户推介电能替代工作优势、服务政策
和业扩办理绿色通道，促成了全省首个业扩
全流程项目用户工程———奥士康高压增容
项目投产运行，完成了供电区内25所中小学
煤炉改电炉，并先后开展7次“电网连万家，
共享电气化”电能替代主题宣传活动。

贫困村来了群“扶贫创客”
58名“扶贫创客”进25个村开展产业扶贫，引入投资超800万元

适机田土改造湘乡试点成功

丘陵土地可使用大中型农机作业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贾洪强）湖南普通公路正全面系上
生命“安全带”。昨天召开的湖南省公路
安防工程示范省建设效果评估会上透露，
今年我省为1.46万公里现有普通公路实施
安防设施建设工程。

路面设置彩色防滑涂料， 弯道路段增
加路宽……记者驱车行驶在106国道长沙
蕉溪岭段感受到，虽然该路段弯道较多，但
由于增设了震动型车行道和各类醒目的
交通诱导标识，驾乘视野明显开阔了，行车
安全更有保障。

当天， 交通运输部组织的10多位专
家，对我省106国道岳阳梅仙段、长沙社港
段、长沙蕉溪岭段，以及浏阳Y140乡道进
行了评估。专家组一致认为，湖南公路安防

工程示范省建设组织周密、推进得力，建成
了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效果和较大社会影响
的部级安防示范工程线路； 形成了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高风险路段处置措施。

湖南省被列为全国7个公路安防工程示
范省之一， 全省G106、S315、X211/S327、
Y140共4条952.5公里公路被列为交通运
输部安防工程示范项目。这4条公路涵盖
了国、省、县、乡4个公路行政等级，途经
长沙、株洲、衡阳、邵阳、岳阳、郴州6市，
覆盖越岭路段、平原微丘路段、穿村镇路
段、 旅游线路等多种地形地貌和公路运
行环境。

省公路管理局介绍， 实施安防工程路
段的交通事故数比实施前下降了5成，恶
性交通事故得到了根本遏制。

湖南公路安防工程示范项目获交通运输部专家点赞

为1.46万公里普通公路系上“安全带”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何鲁飞）今天，长沙市金星大道北延
线全线正式通车， 该市望城区再添一条纵
向“大动脉”，大大缓解了雷锋大道、金星大
道的交通压力，方便了市民出行。

金星大道北延线呈南北走向， 南起永
通大道，北至旺旺东路，主线全长约5.25公
里，是望城区连接长沙市中心、岳麓区的重
要交通走廊。该道路按63米宽市政道路标

准修建， 行车速度设计为60公里/小时，主
车道双向六车道，辅道双向四车道。其中永
通大道至香炉洲路段（1.14公里） 为新建
段，香炉洲路至旺旺东路段（4.11公里）为
续建段。

该条道路的建成通车， 将贯通望城核
心区南北向， 对推动望城区滨水新城招商
引资以及长沙城市道路路网完善均有着重
要意义。

长沙金星大道北延线通车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
长沙梅溪湖推出每平方米9970元“限房
价、竞地价”地块的余音未了，高铁南站片
区土地拍卖也在向这一标准看齐。 据长沙
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昨天发布的信
息，雨花区1宗商住用地将于2018年1月开
拍，限定最高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9970元
（不含精装修价格）。

系统显示， 位于雨花区劳动东路的
[2017]长土网068号地块，距离长沙高铁南

站大约1公里。规划为商住用地，要求竞买
人具备商业购物中心的开发运营经验，出
让面积为58805.17平方米， 容积率≤4.0，
起始价76600万元。该宗地限定住宅最高销
售价格为每平方米9970元， 要求精装修销
售，精装修价格不计入限定住宅最高销售价
格，精装修价格由市住建委按规定确定。

据了解，该宗地周边在售楼盘，开盘价
在1万元至1.2万元不等。此番“限价每平方米
9970元”出现，锁定房价预期意图明显。

省会高铁南站片区再推限价房
限定最高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9970元

益阳完成电能替代6.2亿多千瓦时

高耗能企业“变身”绿色企业集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于一体

长沙县天华山旅游景区开园

历时8月，饱览长沙最美乡村
长沙9区县（市）特色农产品让市民一站式备齐年货

轮毂滚滚
企业向前
12月22日， 望城经济开发

区中信戴卡南方智能制造产业
园， 技术人员将生产的轮毂上
架，准备送入喷涂车间。该产业
园由世界汽车零部件100强企
业———中信戴卡公司投资建设。
产业园一期300万只铝轮毂生产
线投资10亿元，于9月全面投产，
实现了当年生产当年盈利。二期
300万只铝轮毂生产联合厂房及
配套和研发中心投资15亿元，也
已于10月中旬动工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