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人乐游乡村景
今年3月以来，日均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逾80%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和生 林立明）记者今天从炎
陵县旅游局获悉， 该县全域旅游迎来
“开门红”。 今年2月份， 该县接待游客
56.37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2.94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5%、18.2%。

3月，春意盎然，遍布炎陵县中村瑶
族乡及霞阳镇、垄溪乡、下村乡、十都镇
等5个乡镇的3.18万亩桃林鲜花盛开。该
县依托花季举办的第三届桃花节,仅3月

18日开幕当天，就吸引了长株潭、郴州、
衡阳等地的游客3000余人到现场观光。
外地游客看着漫山遍野的艳丽桃花，纷
纷赞不绝口：置身美景，如临仙境！

炎陵县充分挖掘境内的炎帝文化、
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
旅游资源，以乡镇为主体，以乡村为舞
台，借力节会活动，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去年， 全县接待游客617.65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47.08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

16%、34.9%。
该县利用当地自然环境特点，通

过举办“桃花节”“杜鹃花节”“盘王节”
“黄桃节”等节会活动，推动全域旅游。
“全年每个法定节假日，我们都会依托
本地特色， 策划组织符合当季的节会
活动。”炎陵县旅游局负责人说，在这些
节会活动的吸引下， 到炎陵县核心景
区炎帝陵、神农谷、红军标语博物馆参
观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为该县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汇聚了大量人气。
今年春节期间，“株洲市旅游春节七

天乐”活动走进炎陵。 炎帝陵前，该县以
魅力独具的非遗文化为主打，海选“金童
玉女”拜祭始祖炎帝，万余游客在炎帝陵
前祈福；神农谷里，火星龙在夜幕中欢腾
起舞，游客们品尝着客家十大碗、艾叶米
果等地方风味，欣赏着精彩的演出。春节
假期，该县接待游客21.68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1.0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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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徐德荣 唐曦
李爱成 资一帆）“东看夏塘油菜飘香，
南眺蔡伦竹海涌浪， 西至丛苞公园踏
青，北去新市古街听雨，中有泗门桃花
争芳……” 连日来， 随着乡村旅游“升
温”，耒阳市一条以当地景点编成的“顺口
溜”广为流传。据统计，今年3月以来，该市
乡村游日均接待游客达5万余人次， 同比
大幅增长逾80%。

近年来，耒阳市着力加强城市近郊
旅游资源开发， 先后启动大市万亩花
海、夏塘千亩油菜花、新市玫瑰园、马水

稻田公园、龙塘镇江头贡茶基地等近郊
游景点建设， 并将各旅游景点串连成
线， 精心策划推出了4条近郊乡村旅游
线路，为游客打造赏花、爬山、踏青等
好去处。同时，编制全域旅游规划，以
“旅游+” 推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现
代农业等紧密结合，发展商贸游、康体
游、养生游、科普游等新业态，形成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多元旅游格局。去年，
完成了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中心建设，并
全力建设桐子山生态园，开发桐子山观
鸟赏花湿地生态游；成功与中国五冶对

接，合作开发耒水国家湿地公园PPP项
目；与国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投资协议，
完成了耒水军事体验项目选址，目前正
在编制国骅·耒阳军民融合特色小镇总
体规划。

耒阳市还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各
项旅游设施，提升旅游功能。该市新市
镇是一个千年古镇， 为新耒阳八景之
一。近年来，该镇先后建成了千亩玫瑰
园、2万亩油菜花海、沿江路古街，同时
新建了5个休闲农庄、2家宾馆，为旅客
提供吃、住、玩全方位服务。今年3月

上、中旬，该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
耒阳市旅游经济和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市
还出台了“2018至2020年旅游升温三年
行动计划”，将重点打造“蔡伦故里·千年
古县”品牌，统筹规划设计精品旅游线路，
全力创建省全域旅游示范县。

�节会助热全域游
借力特色节会活动，引来游人如织

� � � � 3月26日，瑜伽爱好者在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景区生态广场练瑜伽。当日，张家界雨过天晴，气温回
升，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游玩休闲，享受着身心放松的美好时光。 吴勇兵 摄

相约春天
秀瑜伽

耒阳

炎陵

怀化开展“‘曝’风行动”
剑指“庸懒散”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金健雯）
“22日凌晨1时，在市区发现两辆运输碎石的超载货车，并进行
跟踪取证……”3月23日晚，7个督查组组长正在向怀化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集中汇报“‘曝’风行动”督查情况。

3月22日至23日，怀化市纪委监委组织力量对市直机关开
展了一场“无声”的作风建设“‘曝’风行动”，全程用镜头曝光、
用事实说话，剑指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机关作风建设“庸
懒散”突出问题。

此次行动派出7个督查组， 由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带
队，对112个市直机关单位，就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党内政治生活、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政
审批执法、城区扬尘污染防治等方面情况进行突击督查。督查
采取“三不两直”办法，各小组出发前才接到督查任务和督查
对象，并使用私车上路，让行动更为保密。到达督查单位后，直
击督查内容，不给被督查单位和个人“反应”机会。对发现的突
出问题敢于动真碰硬，要求限期整改，并视情杀“回马枪”，检
查整改情况。

“‘曝’风行动快、严、实、稳、准、狠，查实查细机关作风建
设突出问题。 ”怀化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并将“‘曝’风行动”情况制成专题片，在
全市范围进行播放，惊醒“梦中人”，警示“后来者”。

永州监狱打造
“亲情帮教”升级版

在押罪犯违规违纪率同比下降30%以上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吕录 伍振廷）
3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无期的王某改造积极，获得4年来首
次和妻子会餐的机会，夫妻俩端起果汁碰杯，享受着久违的团
圆。 当日，永州监狱组织“宽管级”服刑人员开展亲情会见活
动，引导服刑人员珍惜亲情，加速新生步伐。

一个简单的拥抱、一声柔情的呼喊，在高墙内都显得尤为
珍贵。“今天看了监舍和食堂，我终于放心了！ ”得知儿子改造
积极，李奶奶觉得很欣慰。“妈妈,我会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
来孝敬您！ ”一旁的儿子眼含热泪。

“这个制度自今年初实施以来，在押罪犯违规违纪率同比
下降30%以上！ ”永州监狱监狱长雷建华告诉记者，永州监狱
每季度组织“宽管级”服刑人员与亲属“零距离”会见，收到良
好效果。 目前， 永州监狱建设了文化娱乐中心与文体活动中
心、KTV娱乐室、台球室、电子竞技室、电子阅览室、书画室、
舞蹈室等，从情感需求、文化娱乐需求、生活需求三大板块实
施激励机制，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

据悉， 永州监狱还将启动服刑人员节假日离监探亲的筹
备工作，激发服刑人员真诚悔罪、积极改造的内生动力，发挥
社会帮教、亲情感化的作用。

审批不过夜
一个都不少

娄底为事业单位
法人“减负”

湖南日报 3月 26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军） “往年提交
事业单位法人年报需要提交七八项
材料， 认证这些材料还需要找不同
的部门， 往往来回跑好几趟。 没想
到， 今年只需提交年度报告文书和
资产负债表这两项， 而且网上填报
当天就可以审核好。” 近日上午，
娄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网上提交完年度报告后， 高兴
地说道。

今年来， 娄底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采取事前按下“快进键”、
事中打出“组合拳”、 事后亮起

“警示灯” 的举措， 对事业单位提
交年报的申办要件进行再梳理、 再
调整， 由原来的7项缩减到2项， 缩
减比例达70%； 同时， 将以往主要
由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各类证明材料
改为由登记局向各职能部门调取相
关信息， 实现部门信息共享， 还缩
短了审核时间， 实现当天提交、 当
天审核完结。

据了解， 此项举措是娄底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继“审批不见
面、 一次都不跑” 后， 升级推行的

“审批不过夜、 一个都不少”。 截至
目前， 娄底市直268家事业单位法
人年报已全部完成公示， 报送率、
公示率实现100%， 审批效率大幅
提升。 报送者点赞“省时、 省事、
省心”， 审批者坦言“有压力， 却
快捷”。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李曼斯 龚再蓉）
“看， 这个区域在冒烟！” 3月23日， 位
于宁乡市黄材镇的视频监控探头传回预
警信息， 宁乡市林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
制止了一起烧火土灰的行为。

今年年初， 宁乡市率全省之先建成
森林资源无人值守防火预警系统， 远程
视频监控探头24小时紧盯近80平方公里

范围， 发现异常即时报警。
据了解， 无人值守防火预警系统主

要包括视频监控和指挥中心两大部分。
其中， 视频监控探头可通过红外监控和
可视光监控两种方式， 采取360度24小
时巡航方式， 一只“千里眼” 紧盯近80
平方公里范围。 当起火面积达到4平方
米或烟面积达到100平方米时， 立即自

动报警并存贮视频资料， 将预警信息传
送到指挥中心， 然后由指挥中心通过监
控系统核实， 采取相应举措。

该森林资源无人值守防火预警系统
投入使用以来， 已及时制止监控范围内
野外用火8起， 劝阻带鞭炮进林区行为5
起， 监控范围内无森林火灾火警发生。
同时， 正在建设中的6个远程视频监控
探头将于4月初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
整个系统有效监控范围将增至500多平
方公里。

通讯员 杨亲福 杨尚勤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每一批仔猪发放前，陈主任都要
帮忙进行健康检查， 给每头仔猪打上
标签，最后分发到贫困户。 ”3月11日，
在新化县西河镇湖田村， 刚领到仔猪
的刘小兰满脸笑意。

她口中的“陈主任”，名叫陈志新，
31岁，不仅是村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村主任，还是当地有名的80后“致富
带头人”。

几年前，陈志新一直在外打拼，并
且有着不菲的收入。 2014年，陈志新
回乡创业，在村里办起了专业合作社，
带着几名贫困村民喂养土鸡。 合作社
办了1年，通过核算，他发现仅仅喂养
土鸡，利润并不高，而且风险太大，必
须走综合发展道路。经过深思熟虑，陈

志新引进30多头母猪， 以“公司+农
户”散养的模式，鼓励村民喂养熟食土
猪，再按市场价回收。

合作社日益壮大， 村民的收入也
有了显著提高。贫困户陈敏顺说：“3年
前，我加入合作社喂鸡养猪，现存栏大
小土鸡上千只， 去年收入突破了3万
元，成功脱了贫。 ”

2017年， 陈志新当选村委会主
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湖田村共有21
个村民小组，共计426户1440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06户378人。

考虑到贫困户缺资金、缺技术，陈
志新决定利用自己的合作社免费向贫
困户发放仔猪，并且实行订单回收，降
低贫困户的养殖风险。 贫困户刘小兰
带头签订了第一个合作协议，领养了3
头仔猪。 2017年底，所有仔猪全部出
栏，实现增收6300多元。 从2017年至

今，陈志新已陆续向贫困户发放了5批
仔猪，共计200余头。

“村里不缺土地， 只要勤劳肯
干， 就没有脱不了贫。” 贫困户刘业
从身强体壮， 却整天游手好闲， 村民
都不待见他。 陈志新多次找刘业从谈
心， 主动邀请他加入合作社， 并手把
手传授技术。 在陈志新的鼓励和帮助
下， 刘业从尝到了养殖创业的甜头，
今年主动领养了8头仔猪， 成为了养
殖大户。

脱贫致富有了带头人， 村民们也
有了目标和希望。目前，全村贫困户已
减少至47户167人， 其中26户贫困户
共领养仔猪160头。 陈志新说：“今年，
党和政府还要进一步深化精准脱贫、
推动乡村振兴， 我们基层群众也要跟
上节奏、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的生
活。 ”

社区矫正人员“舍己救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咏涛 陈航一

“如果不是你舍己救人，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3
月26日， 衡阳县金溪镇小寨村村民陈建军收到家住该县关市
镇的刘小宝一封感谢信。

陈建军是一名货车司机。今年2月7日18时，他驾驶一辆载
重31吨的重型自卸货车从该县关市铁矿运输铁砂石往县城西
渡镇方向行驶。 到岘山镇文革桥路段下坡时，看见前面路边停
了2台客车正在下客。

突然，从客车后面钻出一台轿车，向他驾驶的大货车逆行
驶来。此时，大货车正处于下坡，根本刹不住车，与小轿车的距
离越来越近：10米、5米……这时，陈建军的第一反应是：如果
撞上小轿车，一车人命都完了。 可左边是2台客车，而右边是2
米多深的山沟。 客车、小轿车都不能撞，怎么办？

“只能摔下山沟，大不了用我一条命来换一车人命。”打定主意
后，陈建军不假思索地向右猛打方向盘，车翻倒在右边的山沟里。

小轿车司机就是刘小宝。那天，他驾车从外地赶回老家关
市镇过年，车上坐着他的父母和女友。

看到陈建军驾驶的大货车侧翻在山沟里， 当地村民小组组
长急忙招呼村民赶来救人。村民把陈建军从驾驶室拉出来。陈建
军虽然手脚受了伤，但看到刘小宝一车人安然无恙，十分欣慰。

记者了解到，陈建军现在的身份是社区矫正对象。矫正之初，
他感到非常迷茫。通过该县甘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的矫正工
作，他现在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对自己如期解矫充满信心。

宁乡装上森林防火预警“千里眼”

老百姓的故事 80后“猪倌”的坚守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786547
0 1425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69
1052
9007

7
16
205

190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674
101554

458
2316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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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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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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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326 1040 1379040

组选三 1079 346 373334
组选六 0 173 0

6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