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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将大力实施
优质粮食工程
打造浏阳山茶油、浏阳河

大米、乌山贡米等粮油品牌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熊远帆）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长沙粮食工作会议上获
悉， 今年， 长沙市将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
程，支持打造浏阳山茶油、浏阳河大米、乌

山贡米等区域性公共品牌，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实
现粮食加工产值220亿元。

立足城市居民粮油食品消费由“吃得饱”向“吃得好”
“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市场导向，长沙将支持粮油精深加
工，为市场提供有机安全营养的高品质粮油产品。 突出品牌
崛起，支持每个区县（市）打造1至2个公共品牌。 创新粮食经
营业态，开展“互联网+粮食”行动，推广建设“网上粮店”、主
食厨房，新建“放心粮油”网点15家，“放心早餐店门”8家。

此外，长沙还将新建粮食产后服务中心9个，为种粮农
民提供“代储存、代烘干、代质检、代加工、代销售”服务。 完
善4个产粮大县粮食质检机构建设，支持粮食龙头企业建设
质检品控中心，构建起市县企业三级质检体系，确保长沙创
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主食安全。 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
储机制，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提供高品质粮源。

邵东将举办第二届
国际五金机电博览会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邓星照 魏

志刚）昨天下午，记者从邵东县委、县政府在深圳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邵东第二届国际五金机电博览会将
于4月6日至8日在该县举办。

作为我省有名的“百工之乡”和特色制造产业重点县，
五金产业是邵东有全国影响的重点产业， 现有生产经营企
业3500余家， 年生产能力达3亿套件，70%以上产品远销东
南亚、中东及欧美地区。

去年，邵东决定以高质量发展绘就“邵东五金”新蓝图，实
施五金产业5年发展“135工程”，即打造年产值过100亿元的五
金工业园区，培育30家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力争全国市场占
有率达50%以上。 去年举办的首届国际五金机电博览会，吸引
全国各地500余家企业参加，实现贸易成交额49.63亿元。

邵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周玉凡介绍，即将举办的第二届国
际五金机电博览会以“邵东小五金，舞动大产业”为主题，比首
届规模更大、活动更多、外向度更高。 展会共准备了5万平方米
展区，设标准展位1200个，参展企业将来自全国16个省份。

君山区福星村
40万公斤西红柿滞销
干部上门帮推销，目前积压还很多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搭帮政府

想办法，现在我们的西红柿由村里合作社帮助销售，心里没有
那么急了。 ”3月17日一大早，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福星村村
民李杰将自家产的1500公斤西红柿，送到村里的合作社。

同时，区里通过“智慧君山”电商平台，将西红柿销往北
京、上海、苏州、长沙等地。至3月17日下午，君山区党员干部
已帮助福星村销售西红柿1.5万公斤。

据了解，福星村于2016年引进“浙粉202”西红柿进行种
植， 今年90个大棚获得大丰收， 但由于天气等原因造成滞
销。村里种植户龚学兵告诉记者，90个大棚种的西红柿大概
可收40万公斤，目前积压的西红柿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帮
帮这些辛苦的农民”。 龚学兵的手机号码13203029557，在
可能的情况下，请帮帮他们。

2000多人
蓝山赏花踏春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杨雄春
记者 邹仪）3月17日，永州蓝山乡村文化旅
游周暨中国有机产业发展（蓝山）研讨会在
蓝山县南平田园综合体开幕。

此次活动由永州市政府主办。 旅游周
以“湘江源头神美蓝山”为主题，吸引各地
游客到蓝山尝有机美食、饮特色美酒、唱蓝
山民歌、 品民俗艺术等。 当天上午， 共有
2000多名群众和游客漫步油菜花田赏花
踏春，享受蓝山春日乡村田园美景。

进入3月以来，蓝山梨花、油菜花、桃花
渐次开放，引来游人如织。这次举办乡村文
化旅游周，当地开辟了南平田园综合体、百
叠岭生态茶园、大洞梨园、毛俊村、花果村
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以打造“湘江源”旅
游品牌，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石鼓万亩油菜花海
醉游人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莫牡丹）17日，湘潭县石鼓镇第四届“无限风
光在顶峰———石鼓·顶峰之旅”启动，当地万
亩油菜花吸引数千名游客前来观赏。

经过春雨的洗礼， 石鼓镇山间云雾缭
绕，山脚下万亩油菜花争相绽放，成了一片
金黄的海洋。游客们纷纷拿起相机，定格美
丽瞬间。石鼓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连续
举办旅游节，“石鼓·顶峰之旅”在长株潭地
区形成了一定品牌影响， 为石鼓镇争创国
家3A级景区打下坚实基础。

炎陵：第三届桃花节开幕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张和生 罗颖）18日上午，第三届湖南炎陵
桃花节拉开帷幕。 这次桃花节将持续20天左
右，将推出“神农赐福，桃花运来”等一系列特
色主题活动。上世纪80年代，炎陵县从上海引
进锦绣黄桃进行种植。经不断改良，炎陵黄桃
形成了个大、形正、色艳、肉脆、味甜、香浓等
特点， 炎陵县被评为“中国优质黄桃之乡”。

“炎陵黄桃” 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并获评“湖南十大农业品牌”。

永州：汉服爱好者祭花神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陶真）18日， 永州市100多名汉服爱好者
来到该市零陵古城东山景区， 举行在当地流
传上千年的民俗“祭花神”仪式。据介绍，古时
风俗， 以农历二月初二为花朝节。 这次活动
中，身着汉服者在主祭人带领下，拾级而上。
主祭人高声朗诵：“花神降临，幸福吉祥……”
接着，“十二花神”（12名身着华彩汉服的年轻
女子）上香、读祝、焚祝、行礼，百花众姐妹
（100多名参与者）依次上香祭拜。 这次活动
是由当地汉服爱好者自发组织的。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3月12日，是邵东县木偶戏省级
非遗传承人龚日升老人90岁生日。

没有酒席，没有仪式，只有家人
聚餐、徒弟来贺。 老人手持木偶戏道
具，教授徒弟《九锡宫》表演要领。

5年前，85岁的龚日升带病登
台，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表演，结束
了自己传奇般的演艺生涯， 然后专
心传技授艺，培养传承人。

邵东木偶戏已有近200年历史，
是湖南民间传统短把举杆类杖头木
偶戏， 其中内签子杖头木偶为全国
仅存。

龚日升出生在邵东县杨桥镇杨
新村，因为家里穷，他12岁开始跟随
木偶戏师傅学艺。 他领悟力强，加上
勤学苦练，不足20岁时便接任“清武
班”第五代班主，至今已与木偶戏相
伴78年。

龚日升介绍， 邵东木偶戏传承
至今，有“清武班”和“清云班”两派。

“清武班”创班于清道光三年（公元
1823年），演出剧目有《关公戏》《观
音戏》等60余部，其唱腔为湘中湘南
地区流行的祁剧高腔、昆腔、弹腔，
主要乐器有锣鼓、钹、钗、方扳、唢
呐、二胡等。

“那时年轻，为了班子成员的营
生，天天轮轴转，衡阳、永州、邵阳、
娄底、湘潭以及广西、江西、贵州等
地， 我们都去过， 每年演出五六十
场。 ”谈起当年盛况，龚日升嘴角露
出了笑容。

随着电子产品普及、 娱乐活动
多样化，木偶戏受到冲击，有时一个
月才能接到一场演出邀请， 但龚日
升仍坚守在舞台上。 80岁那年，他在
表演途中遇到车祸，手、背、眼受伤，
身上7处骨折。

此后， 龚日升开始整理邵东木
偶资料，培养传承人。

目前，龚日升带领的“清武班”
保存木偶头像50余尊、服装70多件、
头盔50多顶、各类乐器30余件、线装
刊印和手抄剧本50多册。 其中，23尊

杖头木偶雕工精细、造型生动，经邵
阳市文物专家鉴定， 系清代中叶雕
刻工艺。 龚日升保存的全套木偶戏
行头和线装古版木偶戏唱本等，也
都具有极高保护与研究价值。

龚日升还培养了十几位爱好
木偶戏的青年人。 他培养的女弟子
肖梅香于2008年11月参加文化部
在江苏苏州举办的中国首届农民
文艺会演，演出邵东木偶现代花鼓
小戏《豆腐佬、豆腐婆》，获得“银穗
奖”。

2008年12月， 邵东木偶戏被列
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2009年，在龚日升倡导下，邵东黑田
铺镇和火厂坪镇两个木偶戏班整合
在一起，取名“邵东木偶戏”。 此后每
年农闲时节，龚日升带领这支队伍，
把戏送到乡村院落。

2010年，龚日升被评为“邵东木
偶戏”省级传承人。

“木偶戏就是我的命，我将努力
把它传承下去。 ”龚日升神情严肃地
表示。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伍实强 刘明）3月14
日，新化县组织发改、科技、经信等部门进园区、进企业、进项目工地，
开展大调研和环境优化活动。 今年以来，该县通过“放管服”改革、项
目减负工程、优化发展环境、改进工作作风等，为实体经济发展和项
目建设清障开道。

新化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审批程序和事项“瘦身”。 推行
“只跑一次、只进一门、只找一人、最多一个月”改革，通过行政审
批职能归并整合，变“多窗跑”为“一窗跑”；按照“能简则简、能放
则放”原则，不断优化审批流程、精减审批环节；加大简政放权力
度， 将县直部门有关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乡镇和基层一线，
便于企业办事；完善网上电子政务平台，实行痕迹化管理，建立即
时反馈系统，提升网上办事效能。 去年以来，全县网上审批系统共
受理办件17066件，办结率达99.61%。

新化县还强力推进项目减负工程，开辟重大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 实施重大项目代办制等，通过跟踪服务，让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出
台“企业宁静日”等制度，严肃查处趋利性、刁难型检查行为；督促落实
降费、价改、减税等优惠政策，确保相关资金保质保量到位，各项优惠
政策执行到位；开展“春天行动”和“项目建设大比拼”活动，动员广大
干部进项目、入工地，努力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新化
高铁新城， 湖南原宇信息科技公司等4家企业通过全程代办和跟踪服
务，一周就办完了入驻等手续，而以往需要半年时间。

同时，该县改进工作作风，严格各项纪律。 重点查处一批“不
作为、缓作为、乱作为”的负面典型，惩治破坏发展环境的违法违
规行为。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对有组织的恶性案件和社
会影响恶劣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 去年以来，全县向县纪委
移送了6起损害经
济发展环境案件，
查处党员干部11
人，处置投诉11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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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向延平）
高耸的塔吊伸展着有力的臂膀，机声隆隆；混凝土搅拌车、
大型装载车往来穿梭，工人忙着施工……3月19日，在株洲
市芦淞区凤凰山脚下“两机”重大专项建设基地，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

据介绍，“两机”重大专项指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 目前，株洲市正在倾力建设株洲航空城，
千亿产业集群将从凤凰山脚下起飞。 根据规划，未来5年，
先进制造技术示范中心、智能制造单元、精密零件加工中
心、特种加工中心、数字化装配和整机试验中心等将在这
里陆续建成，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智慧园区。

实施“两机”重大专项，是株洲市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
一个缩影。 去年，该市把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升级主引擎，以
轨道交通、航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支撑的“中国动力谷”
为核心，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185.5亿
元，全年有235个重点项目开工、103个项目竣工投产。 长城
电脑高端智能硬件、功率半导体重点实验室暨碳化硅器件
产业化、电机工程研究实验中心等一大批代表国家和全省
先进水平的重点产业项目，顺利推进或相继建成。

今年，株洲市确定了“产业项目建设年”工作主体———
全面实施“55113”战略。 即全面对接省“五个100”计划，开
展5大行动，新开工和续建1000个以上重点产业项目，力争
完成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带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迈上
3000亿元新台阶，以项目兴产业、以产业促转型、以转型实
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一季度，该市新开工重点项目将达77
个，还有316个续建项目在加快建设。

今年新开工项目中，包括株冶锌基材料、电力电磁电器产
业园、 先进高速动车组与智能制造产业化、 湖南移动数据中
心、中车时代电动汽车系统、小型通用飞机涡桨发动机、陶瓷
新材料等，这将为株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新闻
集装

� � � � 3月18日， 艺校学生身着汉服在桃树下弹奏古筝。 当天， 桂阳县开展“浪漫桃花季、 幸福乡村游” 活动， 在多
个果园进行古筝秀、 戏曲演出、 美食节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旅游体验活动， 吸引游客前来踏春赏花。

欧阳常海 胡蓉 摄影报道

秀古筝 助旅游

九旬老人“守护”木偶戏78年
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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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新化县

万民沉醉岳阳樱花园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岳阳樱花园正式开园！ ”3月15日上午，百花竞放，800名女
青年循着地图在樱花园边跑边“寻宝”，粉红色花朵映衬着
统一着T恤衫的参赛队员们，让园区一下子热闹起来。 该县
在樱花园开园之际开展女子樱花跑，吸引了各路游客，也舞
活了乡村生态休闲旅游。

岳阳县自然风光秀美，旅游资源丰富，民间故宫张谷英
村、道教圣地大云山、爱情文化风景区相思园享誉全国；公
田温泉、柏祥益博园、东洞庭湖生态旅游项目蓄势起航，“一
核一轴一带四板块”旅游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湖光山色，淳
美巴陵”品牌愈加响亮。 位于荣家湾镇的岳阳樱花园，是近
年来岳阳县引进的一个生态旅游项目，占地1063亩。该园曾
多次邀请省、市植物专家指导、布局，因地制宜将樱花园规
划为赏樱区、玩樱区、养樱区、集散区等四大功能区。 先后从
全国各地引进大规格樱花数十品种，10万多株，10年以上树
龄2万多株，是全国最大最专业的樱花园之一。

阳春三月， 樱花大道每一棵樱花树都沾满了大大小小
的“花仙子”，落英缤纷溅洒一地春光。 眼前的美，游人早已
流连忘返。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唐代诗人杨巨源
描绘的赏花盛况， 此刻已浓情上演。 樱花园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天上午来樱花园赏花的游客不少于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