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能
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驱动国民经济增长。今天，
长沙市召开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会议，围绕大力推进
长沙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把长沙打造成为世界旅游目的
地进行深入讨论。

会上， 长沙市发布了2017年
长沙市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基地系列名单。浏阳市人
民政府、长沙市综合实践示范基地
等单位分别介绍了各自旅游融合
发展的经验。

今年以来，长沙吹响了打造世
界旅游目的地的号角，动员全市上下
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建设，大力推进旅
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长沙市
副市长陈中表示，为了抓住旅游业这
个“牛鼻子”，长沙加强政府引导，在
“大旅游” 格局下， 以开明融合的理
念、开放合作的思路、开拓创新的方
法，推动各主管部门深入协作，形成
推动旅游业跨越发展的合力。

“长沙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创新实践，走在了全省前列。”省
旅发委副主任高扬先表示，长沙奏
响了旅游融合发展的“交响曲”，将
在全国留下一个范本。

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长沙发布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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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张鹏程 曹霞

通过手机APP轻轻一点， 就可
以打开蔬菜基地喷头， 让每一棵芥
菜“喝个痛快”； 水质PH值是否正
常， 鱼塘有没有缺氧， 需不需要投
食， 也只要打开手机就能查看并远
程操纵……12月21日，跟农业、农村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退休干部殷金
龙， 在老家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
菱角岔村转了一圈后，找到了“未来
谁来种地”的答案。

殷金龙回村养老10来年， 看到
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发展， 留守人
员年纪越来越大， 劳动力越来越难
找，“未来谁来种地” 这个问题一度
让他很担忧。“现在好了， 种地不再
是脏累差的工作， 收益也会不断提
高。” 殷金龙说， 农业长了智慧，农
民只会越来越轻松。

菱角岔村是我省首批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 为让这一份美丽来得
更长久更动人，今年9月，由湖南大
学全程指导，该村打造“智慧农业第
一村”，首批入驻了农田谋士、益联
等本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集中
建设了智慧农业云平台、 视频监控
中心、护农商城、益联4大智慧农业
平台，成为赫山区发展现代农业、智
慧农业的“引擎”和“大脑”，也是益
阳市首个集成运用“互联网+农业”
的智能化、 系统化智慧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

智慧农业到底有多好？ 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最有发言权。

“安装智慧农业云平台前，公司
3000亩基地要请不少工人值守，不
时查看水稻、 蔬菜等要不要施肥杀
虫，而现在只需几位管理员，坐在家
里随时能观测到基地农作物生长的
各项数据， 点一下手机就能实现远
程操纵。”湖南竹泉农牧有限公司循
环农业产业园管理员蒋利明告诉记
者，通过智慧农业云平台，可以为农
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 可视化管
理、智能化决策服务。

农业生产变得智慧了， 农技服

务方式也方便快捷了。12月16日上
午10时7分， 用户名为“25127018”
的菱角岔村村民通过智慧农业云平
台提问：“绿肥怎样搞好越冬田间管
理？”10时20分便得到了高级农艺师
吴跃明的回答。“这个平台里，有200
来位湖南农大、湖南农科院、区农业
局的农技专家教我们种田、 搞养
殖。” 村党支部书记陈楚如高兴地
说， 农户不仅可以通过平台向专家
提问， 还能随时联系专家到现场指
导。

“自从有了护农商城，我们的土
特产好卖多了。”村民姚丽说，她今

年抱着好玩的心态， 把自家做的少
量红薯片和红薯粉放在护农商城里
卖，短时间里，竟卖得4600多元。不
用出门就能赚到钱，姚丽连夸“智慧
农业好”。“竹泉农牧”的管理员徐小
佐介绍，通过电商平台，基地生产的
坛子菜一天能卖出几百斤。

“智慧农业第一村”建设，给菱
角岔村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陈楚
如介绍，如今来村里考察、观光的络
绎不绝，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0多万
元；村民开农家乐，一天营业额上万
元；开展有机蔬菜、水果采摘体验，
一亩能赚2万元……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赫山区菱角岔村———

农业长智慧 农民更轻松

� � � � 12月21日， 益阳市
赫山区菱角岔村， 竹泉
农牧公司管理员蒋利明
（右一）为村民演示手机
控制蔬菜灌溉。邢玲 摄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通讯员
曹晓艺 记者 龚柏威）12月25日，
益阳市大通湖区通报，该区“黄标
车”已全部报废清零，成为益阳市
首个“黄标车”清零的区（县、市）。

“黄标车”指新车定型时排放
水平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
和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尾气排
放污染量大、排放稳定性差。大通
湖区以前有黄标车44辆， 这些车
排放的尾气成为影响大通湖水质
的污染源之一。今年11月，在洞庭

湖生态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大通
湖区管委会铁腕治污，全力推进黄
标车淘汰工作，各职能部门联合出
台了一系列淘汰黄标车的政策。为
争取车主的理解和支持，在相关职
能部门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的基础
上，该区交警部门积极帮车主办理
车辆报废手续，并将报废补助款送
至车主手中。

据悉，大通湖区除完成了全区
44辆黄标车报废工作， 还帮其他
县（市、区）报废了18辆。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大通湖区实现“黄标车”清零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刘鹏 记者 龚柏威）12月25日，记
者从桃江县委宣传部获悉，该县洞
庭湖区地下水水源地周边1000米
范围内畜禽规模养殖场已全部关
停退养，顺利通过了全省养殖业污
染防治绩效考核验收。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水环境综
合治理专项行动启动后，桃江县成
立了养殖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由环保、财政、畜牧水产、国
土资源、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

议制度，规范养殖行为，划定畜禽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三
区”， 制定整治方案， 出台管理办
法，并加强指导服务，为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规范，指导
适养区和限养区畜禽规模养殖户
进行升级改造。12月20日，该县三
堂街镇存栏生猪800头、栏舍1771
平方米的聂鑫养猪场关停。 至此，
全县禁养区内10个乡镇194个畜
禽规模养殖场全部退养，栏舍总面
积达73415平方米。

桃江关停畜禽规模养殖场194个

�荨荨（紧接1版①）其中，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市县（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和
望城区） 实行建成区生活污水全截
污、全处理、全达标，黑臭水体治理全
覆盖。

城市双修三年行动计划指出，市

州、县市政府是城市双修工作的责任
主体， 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 城市双修工作纳入对市州、县
市政府的年度绩效考核内容。省住
建厅会同省财政厅，每年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专项资金中，对城市双修

工作开展先进地区给予奖补 。同
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面向城市
双修项目创新信贷模式和产品，并
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 特许经
营、战略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城市双修工作。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十大工程分别是： 村镇规划

“全覆盖”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程、农
村危房改造工程、湖湘农民新居工
程、农村美化绿化气化工程、农村
公共空间整治工程、特色小镇培育
工程、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农村建
筑工匠培育工程。

农村双改三年行动计划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并
适当向贫困地区倾斜。县级政府要
将农村设施建设、运营处理和维护
以及正常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 全面推动社会资本进入，鼓
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规范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和机制。开
展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村公共设施、
农民住宅产权登记和资产评估试
点，盘活村集体和农民资产。

�荨荨（紧接1版③）开辟农村公路养护、
乡村卫生保洁等公益性岗位，拓展困
难群众就业渠道。要合理确定脱贫摘
帽时间， 坚持成熟一个摘帽一个，严
肃查处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以及贪
占挪用扶贫资金的人和事，切实提高
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青山就是美丽 ， 蓝天也是幸
福。”守护绿水青山，2017年我省打响
了环境治理战役“全年攻势”：雷厉风
行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毁湖
采砂踩下“急刹车”，保护区划出 “红

线”，污水处理加快脚步，大力推进洞
庭湖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曾经成片的
数万亩黑杨退出洞庭湖， 还鱼儿、飞
鸟一片自然湿地。

生态环境问题根子在粗放型
增长方式 ，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有
保护 、袒护 、维护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 ， 绝不能口头上高唱绿水青
山 、背地里大搞 “黑色增长 ”。要持
续深入实施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湘
江保护和治理 “一号重点工程 ”和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完善五
级河长体系 ，构建涵盖 “一湖四水 ”
的全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继续实施
能源 、水 、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双
控 ”，坚决调整产业结构 ，从源头上
减少和控制污染 。

“入之愈深 ，其进愈难 。”三大攻
坚战，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 ”，也是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迎难而上 、真抓实
干、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 ，我省全
面小康定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
史检验。

�荨荨（紧接1版④）目前，长沙累计建
设（筹集）各类保障房22.83万套，
发放经适房货币补贴和廉租房租
赁补贴4.73万户，发放职工住房补
贴8.21万人次， 完成棚户区改造
22.74万户。全市住房保障覆盖率从
2011年的19.51%提升至2017年的
23.29%，高出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
平3个百分点。 特别是2014年至
2017年底新一轮棚户区改造期间，
投资793.6亿元， 完成改造10.8万
户、1376.02万平方米，为力度最大、

体量最多、改造效果最优的时期。
此前，长沙已被国家发改委列

为全国5个棚改后评价城市之一，
长沙棚改形成的“市级统筹”“有机
棚改”“货币化安置”等先进经验，
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肯定。国
家发改委、 住建部等部委及国开
行领导多次到长沙实地调研，向
全国推广长沙棚改工作经验。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长沙棚户区
居民在中央电视台主动发声，点
赞长沙棚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