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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

万树梨花香雪海，一曲春风醉芳华。衡阳
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金甲梨园近日举行
了第四届梨花节，5万余株梨树白花似雪，引
来蝶舞蜂飞，近万名游人沉醉其中。

金甲梨园是目前衡阳市规模最大的南方
早熟梨种植园。自2015年起，梨园进入丰产期，
每年3月底到4月初，便会出现“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绝美景色，堰头村以此
为契机大兴乡村旅游。去年举办梨花节暨乡村
旅游节期间，来村里的游客达70余万人次。

“今年梨花节，大家积极性更高，你看维
持秩序的，修剪花枝的，还有卖土产小吃的，
都是我们村的。”堰头村党支部书记贺光权介
绍，以“梨花”为龙头带动旅游快速发展，让村
庄美了，也让村民们忙起来、富起来了。

“打牌的都找不到了，连老婆婆都在找事
做。” 贺光权指着马路边卖土产的几位妇女
说，年前她们就开始全家出动收萝卜晒萝卜，
就等着开春后大卖一场。去年，村民陈远美在
旅游节期间销售自家农产品， 半个月收入
5000余元。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农民自己的舞台。”
贺光权领着记者沿着梨园往前走几百米，一
个矗立在田野中的大舞台映入眼帘。台上，一
群演员在表演非遗节目；台下，数十桌梨花宴
引得游客食指大动。

“去年底建好的，村民当时自发过来帮忙
挖地基、运土方，就赶着今年梨花节多一个亮
点。”贺光权说，“乡村大舞台”现在成了村里
一张名片。

“非遗表演好多人喜欢，大老远赶来看。”
村里“鸡司令”贺光林曾是舞台建设“志愿者”

之一，他开心地告诉记者，搭乘旅游快车，村
里的“土货”成了“俏货”，一只1公斤重的“走
地生态鸡”可卖168元。

“去年村里组织我们去长沙、株洲学习了几
次，我看别人做得，我们怎么做不得？”村民夏良
柏说，去年初，他开了一个农家乐，生意很好。

“村里对于想干事的村民，都给政策、给
资金鼓励。”贺光权介绍，去年来，堰头村和衡
阳力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按照每
户20万元的标准， 对150户创业积极性高、基
础条件较好的农户的房屋进行了改造， 建成
精品民宿。 村里还与90余户农户签订了农产
品保底价收购合同，以鼓励他们搞种养，去年
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如今，村子越来越美，村民们的奋斗劲
越来越足， 乡村振兴的美日子就在大家的眼
前。”贺光权兴奋地说。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康翔 陈彦勋）今天，株洲市国税系统启
动2018年税收宣传月活动，现场发布了办
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这是株洲市国
税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税
收环境的又一举措。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指纳税人
办理清单范围内的事项， 在资料完整且符
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 从受理申请到
事项办结“最多跑一次”。这次发布的“最多

跑一次”办税事项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
报类等5类124个单个办理事项，以及存量
户纳税人初次申领发票、代开发票作废、自
然人二手房交易等6类29个并联办理事
项。

目前，株洲国税“最多跑一次”办税事
项指南已在当地媒体发布。下一步，将持续
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按照“成熟一批，公
布一批，落地一批”的原则，不断扩大办税
事项“最多跑一次”和“不用跑”覆盖面。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易果 黄
益民 记者 杨元崇）阳光明媚，春暖花开。4
月2日，在保靖县第四届保靖黄金茶茶王争
霸赛中， 年龄分别为36岁、30岁的苗族姐
妹花马燕、马少梅夺得冠军。

马燕、 马少梅家住保靖黄金茶原产地
黄金村两岔河苗寨， 从小看着父母亲用铁
锅炒茶。比赛中，妹妹马少梅手工制茶，姐
姐马燕负责把握火候，两人配合默契。嫩叶
在马少梅手中翻来覆去， 原本青翠的茶青
渐渐变干、紧圆。杀青、揉捻、烘制，反复多

次，干茶匀整洁净、显毫，条索紧结呈鱼钩
状。马燕抓一小撮干茶放入嘴中，说：“这是
我们孩提时保靖黄金茶的模样。”

保靖黄金茶享有“资源宝库、 绿色金
矿、天下好茶”之美誉，是当地脱贫致富支
柱产业。目前，保靖黄金茶种植面积已发展
到8.32万余亩， 其中可采摘面积4万余亩。
保靖黄金茶茶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4届，对
弘扬传统手工制茶技艺， 展示保靖黄金茶
悠久历史文化， 扩大保靖黄金茶影响力有
着积极意义。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方建忠）今天，长沙市雨花经开区举
行新一年度产业发展大会，对过去一年经
济发展“功臣”予以重奖，奖励总额达1500
万元。同时，发布了一系列经济“新政”，以
扶持实体经济。

去年，雨花经开区规模工业总产值达
到377亿元，税收首次站上20亿元台阶，在

长沙市省级园区绩效考核中排名第三，并
获得省政府通报表扬。这些成绩，是一个个
企业及企业家扎实苦干的结果。 为了激励
这些经济发展“功臣”，雨花区委、区政府和
雨花经开区管委会决定重奖一批先进企业
和个人，共设置发展贡献奖、科技创新扶植
奖、上市培育奖、营商环境奖、最佳成长奖、
“小巨人”企业奖、雨花工匠奖等16个奖项。

向“老赖”宣战
永定区启动“决战执行难战役”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田育才 宁
奎）“向‘老赖’宣战！”4月2日，张家界市永定
区法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日前，区公安分局已
对法院移送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李某、周
某，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打响“决战执行难战
役”第一枪。

据悉，永定区已就“决胜执行难战役”成
立活动小组， 由区政法委书记挂帅，20多个
成员单位组成， 决意开省内先河， 举全区之
力，对“老赖”们实行彻底清算。目前，该区已
对法院清理未结执行案件、 终结本次案件底
子，拟出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并已落实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曝光、限制高消费、拘留等联合
惩戒措施。

同时， 永定区将明确专门窗口、 专人负
责、专定时段，按法律文书要求优先对“老赖”
财产实行冻结、查封等措施，并就一批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罪的案件，开展集中处置。

“把‘判决’变成‘解决’，把‘白条’变成
‘金条’。”永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屈春林
表示，除实行逮捕等强制措施外，各成员单位
还将把“老赖”列入信用“黑名单”，使其“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让其心有所痛、行有所惧，
最终达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通讯员 胡卫红
李庆辉 记者 杨军）近日，在桃江县人民法
院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款兑付大会上，桃
江县马迹塘镇王家村村民莫德良和湖南、
四川、贵州等省的28位农民工高兴地从桃
江县人民法院法官手中领到了130余万工
资款，被拖欠了近7年的血汗钱终于悉数到
位。

2012年3月至2013年8月， 莫德良和来
自湖南、 四川等地的农民工在包工头莫俊、
莫立本的召集下，组建成湘江电力公司湛江

分公司第四施工队，前往广东湛江的14个供
电所、湛江东海岛及吴川黄陂供水工程等工
地工作。然而，他们的工资却一直被拖欠。

从2013年9月开始， 莫德良等人多次
催讨工资未果。2016年11月， 莫德良等人
向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状告莫俊、莫立本
等包工头以及湖南湘江电力建设湛江分公
司等3家施工单位。一年多来，桃江县人民
法院组织精干力量先后两次赶赴广东调查
取证， 掌握了包工头和施工单位拒不支付
工资的证据。

乡村振兴纪实 衡阳市珠晖区堰头村———

梨花春雨醉芳华
株洲国税发布

“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清单

苗家姐妹花夺得保靖黄金茶新茶王

雨花经开区1500万元重奖“功臣”

桃江法院为农民工追回百余万工资款

� � � � 3月31日，桂阳县永发生态农业基地，笋农在收获春笋。最近，晴雨天气交替频繁，春笋生长
旺盛。当地笋农抢抓时机，采摘新笋供应市场，增加收入。 欧阳常海 摄

忙采笋 乐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