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长沙市岳麓
区望岳街道卓越社区山体
公园，长沙慧恩乐幼儿园携
手社区开展“蓝天保卫齐行
动、绿满大地怡人心”植树
节志愿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即日起启动五年立法规划编
制工作。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
为扩大公众参与, 增强立法的科
学性和民主性, 现向社会公开征
集立法规划建议项目, 并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 � � � 一、征集内容：在《立法法》规
定的立法权限和范围内，针对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提出立法规划建议项目。

二、征集要求：立法项目建议
务必立足省情，关注民生，把握重
点，突出特色；应当写明立法项目
的名称，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
立法依据、 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或者规范的主要内容。 有条
件的还可以提供法规草案文本或
者附有关资料。为联系方便，要写
明建议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三 、 征集时间 ： 即日起至
2018年3月30日。

四 、征集方式 ：书面建议寄
至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长沙市韶山中路190号，邮编：
410007，信函封面注明“立法规
划建议项目”)或者发送电子邮件
至7271636@qq.com。

联系电话：85309460（传真）
联系人：王旺
特此公告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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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态修复
共建美丽株洲
已完成项目85个

完成投资66.85亿元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戴鹏）“愿一个

生态的、科技的、文化的清水塘尽早展现在世人
面前。”今天，株洲市在完成搬迁后的清水塘老
工业区，举行“实施生态修复、共建美丽株洲”全
民义务植树公益活动。记者在现场获悉，该市开
展“城市绿荫三年行动”，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66.85亿元，完成绿荫行动项目85个。

2016年，株洲市城市绿荫建设“百亿工程”
———“城市绿荫三年行动”启动，重点实施城市
林荫道路、公园和广场林荫景观、单位庭院小区
绿化、林荫停车场、立体绿化、山体和水系生态
修复等“六大建设”。共安排项目135个，计划总
投资98.06亿元。

据介绍，到今年底，株洲城市绿地系统将日
臻完善，城市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将增加
城市公园10个，人均公园绿地由目前12.58平方
米增至14.96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由
41.9%增至43.04%。

湖南蚂蚁森林
用户逾千万人

种树25万棵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是植

树节， 记者从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
服”）获悉，湖南的蚂蚁森林用户已达到1071万人，
通过蚂蚁森林种下真树25万棵，其中长沙、衡阳、
株洲位列省内前三。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表示， 蚂蚁森林将履行
对用户的承诺，继续加大投入。预计到2018年底，
蚂蚁森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总投入将超过5亿元。
如果超过3亿蚂蚁森林用户持续努力， 未来5年蚂
蚁森林将造林600万亩，相当于植树5亿棵。

目前蚂蚁森林用户超过3亿，这意味着全球人
口的4%正在进行绿色行动， 其影响力正在以中国
为中心，向世界扩散。

蚂蚁森林，是支付宝客户端为首期“碳账户”
设计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选择步行、地铁出行、
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 网上缴交通罚单、 网络挂
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就会减少相应的碳排放量，
可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 这棵树长
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伙伴们，可
以“买走”用户的“树”，而在现实某个地域种下一
棵实体的树。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建
梅）今天是我国第40个植树节，全省各地干部群众
纷纷健步户外，就着春风暖阳把树栽，为美丽湖南
增绿添景。

在水系两旁、道路两侧、村头巷尾、房前屋后，
随处可见男女老少植树的忙碌身影。与过去主要为
木材而造林相比，如今的植树造林更加注重绿化美
化，适宜的珍贵树种、多彩树种明显增加，生态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凡是条件具备的地

方，年满11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每年应
义务植树3至5棵， 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
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近22年来，每年植树节当日，省委书记、省长在
《湖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全省干部群众积极
植树造林，推进国土绿化。每年春季，省委书记、省
长和全体在家省领导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14个

市州的党委、政府一把手每年也坚持挥铲植绿。
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搞绿化，深入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 湖南的国土绿化取得丰硕成果。据
省绿委办初步统计，近年来我省每年义务植树达1.2
亿株。截至2017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9.68%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森林蓄积量达到5.48亿立
方米，县以上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9.3%。

合栽千棵树
“扮绿”竹埠港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彭

婷 何蔚）春风吹拂，新绿初绽。今天，湘潭市在竹
埠港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200多名干部群众一道
种下了一千棵紫薇、桂花、香樟等不同种类的树，
为该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增绿添彩。

挥锄铲土，挖坑下苗，扶树培土……上午8时
40分， 在竹埠港湘江风光带旁， 植树人员热情高
涨。大家三五一组，分工合作，挖坑的挖坑，抬树的
抬树，栽植的栽植，填土的填土，浇水的浇水，经过
一上午的奋战，共种树达20亩。一棵棵充满生机的
苗木顿时为竹埠港增添了勃勃生机。

竹埠港曾是湘潭著名的老工业基地。2014年9
月，这里28家化工企业实现了整体关停搬迁，为全
省湘江保护与治理打造了示范和样本， 目前正在
开展土壤恢复治理工作。 湘潭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伟义介绍， 此次植树点主要位于竹埠港
治理项目三大片区之一的易家坪片区， 该片区已
经完成了竣工验收。希望通过此次植树活动，为竹
埠港新区复绿、增绿、补绿。其他片区在完成治理
后也将继续栽种树木，让竹埠港一天天绿起来、美
起来。

除了在竹埠港开展义务植树， 湘潭还将发动
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人
士，集中在3月12日至4月6日，到其他市级义务植
树基地参加植树活动。

通讯员 陈浩军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3月7日，益阳市赫山区宏农
家禽饲养农民专业合作社里，负
责人杨新春在给虾苗投喂饵料。
“现在气温还不稳定， 只有晚上
才能看得到虾子。” 杨新春擦了
擦手，从田埂上走了过来。

杨新春是赫山区欧江岔镇
白沙寺村人，今年49岁，从事养
殖20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养殖
大王”。

近年来，赫山区大力推广稻
虾养殖， 杨新春搭上了这趟快
车，他多次赴湖北潜江以及邻近
的汉寿、 南县等地学习考察 。
2016年，杨新春流转510亩地，建
设稻虾共生养殖基地，成为赫山
区产业扶贫重点示范项目。

“合作社与农户构建起利益
共同体。”杨新春说，合作社一方

面鼓励一些贫困户以小额信贷
入股，享受年终分红；一方面指
导贫困户自主建设养殖区，统一
为他们提供虾苗、饲料、技术培
训等。去年，合作社贫困户每亩
水产养殖收益达到3000元左右，
一些在基地打工的贫困户还获
得按日结算的工酬。

“我更看好的是产业前景。”
杨新春介绍，欧江岔镇为白沙寺
村做了规划， 依托稻虾养殖，打
造集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的
现代生态农业，村民可开办农家
乐等。目前，合作社已吸引全镇
18个村600多个贫困户参与稻虾
养殖， 辐射带动面积达1000多
亩。

“去年，合作社向贫困户发
放了33万元分红款。我有一个梦
想，就是希望能带动周边村民发
展现代农业， 一起致富奔小康。”
杨新春认真地说。

精准扶贫在三湘

“养殖大王”有个新梦想

关于征集湖南省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建议项目的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
做梦都不敢想，一家人会在这样
宽敞明亮的新房里过上一个团
圆年！”近日，送走了从外县接回
老家新房一起过年的老哥嫂，年
过花甲的华容县禹山镇瓦圻村
贫困村民王井付，高兴地与记者
拉起家常。

“老房子实在太破了。10年
来，都是轮着在几个兄弟家过的
年。”王井付说，他和老伴都患有
多种慢性疾病， 无力从事重农
活。之前，他们一家4口一直住在
一座山坳坳中的老旧砖坯房里。
房子面积不足40平方米，距离最
近的公路足有3公里多， 出趟门
都不容易，生活十分困难。去年
下半年，县里落实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在瓦圻村建起了集中安置
点，一次性建成40套住房，将全
村和王井付一样的建档立卡易
地搬迁贫困户全部搬进新房过
大年。

“新房什么都好，水、电、三级
污水净化池、有线电视等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新拉通的乡村公路
从家门口穿过。 想去县里看病、
逛街，有班车随停随走。”王井付
说，这个春节，他把4个兄弟家人
都邀齐，一起过了一个热闹年。

华容县发改局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2017年， 该县投入易地
扶贫搬迁资金1.58亿元， 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897户2629人住进了
新房。其中，6个新建集中安置点
安置对象267户809人，其余1820
人实行分散安置和小区集中安
置； 落实产业帮扶措施2208人，
占搬迁人数的84%。

华容贫困户喜迁新居

湖南每年义务植树
1.2亿株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9.68%

3月10日，长沙浏阳河畔，
长沙芙蓉区东沙社区开展“以
地球之名，保卫共同的蓝天”环
保主题活动， 百余名志愿者共
同栽种树苗320株。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希菲 摄影报道

3月12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200多名干部职工在通坪公
路旁义务植树。 粟远和 摄

制图/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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