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通讯员
曾献忠 黄立伟 ） 汉寿县加快推进纪
委、监委人员深度融合，形成执纪监督
合力。 今年来，共立案审查71人，同比
增加51%，实现了“1+1>2”的效果。

今年1月初，汉寿县监察委员会挂
牌成立，与县纪委合署办公。 为加快实
现转隶干部既“身转”更“心转”，县纪

委、 县监委建立起主要领导、 分管领
导、各室（部）负责人谈心谈话制度，及
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打消思想疑虑。
同时，在人员配备上，整合资源、优化
结构，实行交叉配备、混合编成。 充分
发挥转隶人员业务特长和优势， 向办
案一线倾斜， 做到优势互补、 人岗相
适，加速推进职能融合。

汉寿县纪委、 县监委还开展纪法
互学“双向”学习，即纪检干部学“法”，
转隶干部学“纪”，通过集中培训、以案
代训等，促进业务全面融合，实现纪法
衔接。 并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工会等活
动，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感情，增
强转隶干部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促进情感全面融合。

邵阳增添1所
三甲医院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今天上午，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举
行三级甲等医院揭牌仪式， 邵阳市三甲综合性
医院增至3所。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始建于1984年，
其前身为邵阳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现已发展
成为一所集医疗、 教学、 科研、 康复、 预防和
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年急、 门诊量达
25万人次。 该院自2015年启动医院等级评审
工作以来， 推行精细化管理， 先后通过医疗服
务与管理、 医疗质量与安全、 技术水平与效率
等项目严格考核， 于今年2月12日获省卫计委
批准公示， 成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泸溪再次获评
“国家卫生县城”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向民贵 杨涛）今天，从北京传来喜讯，泸溪县顺
利通过2017年第二轮“国卫”复审，被全国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国家卫生县城”。 泸溪县
自2010年在自治州率先获得“国家卫生县城”
称号之后，已是第3次获此殊荣。

泸溪县拥有沅江风光带、 武水风光带和天
桥山省级保护区等一批自然景观，风景秀丽，文
化底蕴深厚。近年来，该县依托山水园林资源优
势，坚持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抓手，实施“把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方略，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
推动爱卫工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同时，
把爱卫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构建“县、乡、
村、组”四级爱卫组织体系，形成“政府组织、部
门协调、群众动手”的共建机制，全力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持续推进小康泸溪建设，广大群众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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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花似海，人如潮。 这个春天，花海
涌动人潮，让五溪大地生机盎然。

桃花红 、菜花黄 、樱花粉 、梨花
白……怀化市城乡繁花似锦， 引得四
方游客纷至沓来。

怀化，我省面积最大、山林蓄积量
最大的地级市。 过去美丽乡村藏在“深
闺”无人识，如今随着现代农业发展，
乡村旅游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春来赏花正当时。 3月中旬，怀化
市农业、旅游部门组织开展“春赏花”
乡村旅游主题活动， 向社会推荐了一
批赏花踏青点，遍布各地。 推荐信息包
括赏花地点、花期、规模、特点、交通指
南、用餐地点、当地特产等。

“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 怀化市农委负责人
说。

追着花香，最近，记者走进怀化广
袤乡村， 赏花观景， 体验“甜甜的怀
化”，与干部群众共话乡村振兴。

满城春色樱花雨， 花开如霞落似
雪。 4月6日，洪江区崇云山景区樱花园
内，400余亩樱花怒放，为期3天的洪江
区“樱花浪漫节”活动在这里启幕。 花
海绵延，微风拂过，花影摇曳，游客如
置身梦境，流连忘返。

古城与花海交相辉映，更添魅力。
3天内，洪江区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 活
动承办方湖南洪江古商城文化旅游产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路
文说：“以城带乡，让乡村旅游热起来，
企业责无旁贷。 ”

桃花艳，山村红。 3月16日，中方县

桐木镇半界村山岭上1000多亩桃花盛
开，村里举办第一个桃花节。 赏桃花、
看文艺演出、购土特产、品农家菜，一
周时间内，引来数万游客。

“一天能赚1000多元，桃花节还上
了中央电视台。 ”村民许可梅说，桃花
节期间，其农家乐生意红火。

“桃花节撬动赏花经济，得益于宣
传文化部门大力支持。 ”驻半界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罗宽森说， 县委宣传部牵
头，统筹县内网宣、电视台、文化等部
门力量进行策划、制作与推送，对桃花
节进行全媒体宣传。“助力脱贫攻坚，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 中方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蒋正平说。

3月17日，洪江市黔城镇石江村第二
届桃花节同样游人如织。 看着桃花岭上
千亩盛开的桃花和熙熙攘攘的游客，村
民梁中华高兴地说：“以前只知道桃子能
卖钱，哪知道桃花也能赚钱，围绕桃树搞
创收，去年全家脱了贫。这多亏驻村扶贫
工作队精心筹办桃花节， 还修通了进山
公路。 ”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 3月26日，在洪江市岔头乡繁溪村
金秋梨园里， 村民们忙着给梨树掐花
整枝。

“不要小看这梨园，它帮助村里10
多户贫困户脱了贫。 ”去年脱贫的贫困
户蒲满妹边掐花边对记者说，村里种金
秋梨700余亩，全村40多户种植户加入
了村里办的鑫籽合作社。

“在市、乡政府支持下，修建了
一条通往梨园的5公里长的路，解
决了运输问题。 ”合作社负责人杨
进良说，振兴乡村，产业先行。 有政

府支持，大伙有信心推动梨园观光、梨
园采摘等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实现村
民共同富裕。

3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
镇杏花村千亩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开
放，以“赏油菜花海、游丹霞美景、观侗
乡风情、传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油菜
花节在这里浓情上演。 花海为背景，村
民当演员，原生态侗歌、芦笙表演等节
目轮番登场， 为游客奉上一场丰盛的
文化大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繁荣兴
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这
次以花为媒、以节会友，将推动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与当地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深度融合。 ”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副书
记、县长龙友松说。

在通道， 连片种植的油菜随处可
见，壮观的花海争奇斗艳。 近年来，该
县加大投入，给农民发放生态补贴，建
立油菜标准化栽培示范片， 推广油菜
高密度直播技术， 油菜连片种植面积
达10.8万亩，3748户贫困户直接参与。
同时，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效促进
农民增收。

穿行怀化乡村花海， 品读赏花经
济、赏花文化，记者若有所思。 应在政
府大力引导、扶持下，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并做好深度融合文章，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 让群众成为乡村振兴大戏的
主角和最大受益者。

循香觅景“春赏花”
———怀化发展乡村旅游走笔

韶山：
“环保罚单”助力蓝天白云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肖燕 )
“公司一定会加快环境问题整改， 尽快办理各类环保手
续。” 4月10日， 在韶山市环保局组织召开的行政处罚
听证会上， 湖南众翔重装设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表示，
对环保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无异议， 公
司正在加快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日前， 韶山市环保部门查处两家工业企业(四川凯
德民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众翔重装设备有限公
司)非法排污案， 依法责令两家违法企业停产整治， 并
预处罚款73.386万元， 吹响了“蓝天保卫战” 号角。

约谈建材企业3家， 责令2家砖厂安装在线监控系
统，处罚焚烧秸秆违法行为1起；对全市所有在建工地进
行大清查，各乡镇落实禁烧工作网格化管理，查处非法
焚烧行为；组织暗访巡查，发现环境问题13起……今年
以来，韶山市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发展必须管
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
采取“散乱污”涉气企业整治、烧制砖瓦行业综合整治等
21项具体举措，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一季度，全
市优良天数80天， 优良率88.8%， 同比提升10.6个百分
点。

开启精准扶贫网络
“善动力”

29万多爱心人士“安家”永州市
社会扶贫网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肖柳)
4月8日， 永州举行“互联网+” 社会扶贫工作座谈会，
与会人员建议提高中国社会扶贫网的覆盖面、 精准度、
活跃度和影响力， 促使平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
进一步激发公众自主参与热情。 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
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扶贫网首席执行官刘翔参加座谈
会。

中国社会扶贫网2017年从永州起步，率先在湖南推
广，目前已经覆盖13个省份，用户达到2340万，发布贫困
需求298万，对接成功率67.15%，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7
年以来， 永州把“中国社会扶贫网” 试点作为推进

“互联网+”社会扶贫的突破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在“互联网+”社会扶贫上作出了积极有益的
探索。 截至2018年4月6日，永州市社会扶贫网累计注册
贫困户19.6万人、爱心人士29.07万人。

为让精准扶贫网络“善动力” 更加强劲， 永州将
提高贫困户发布需求的质量， 切实解决贫困户的实际
困难； 深化平台的运营管理和大数据分析， 吸引更多
的爱心人士和爱心资源关注； 支持中国社会扶贫网及
地方子门户网站的建设， 以及积分兑换扶贫项目的开
展， 让中国社会扶贫网这个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当地扶
贫工作。

《张家界市全域旅游
促进条例》发布

5月1日起施行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田育才）近日，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2018年2月
28日张家界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的《张家界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已于
2018年3月31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批准，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张家界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共7章53
条，包括总则、规划引导与产业融合、景区建设
和管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保障、法律
责任、附则，既是对国家、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政策意见的落地，也彰显了张家界旅游特色，在
景区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景区旅游公共服务、
乡村旅游、文明旅游等方面进行创新、规范，为
张家界早日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提供坚强
法律保障和方向指引。 郴州实行农村公路“路长制”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程）4
月10日，郴州市公路部门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加快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该市决定在全省率先实行农村公
路“路长制”，力争在3年内建立健全“路长制”机制。

郴州市将逐步落实分级管理职责，形成“政府主导、
行业牵头、部门联动、镇村负责、群众参与”的共建共管
共享工作机制，并设立县、乡、村各级路长，由各县（市、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总路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主要
负责人分别担任乡镇、村路长。各级路长为辖区内农村
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和路域环境整治总负责人，负责资金
筹措，组织、督促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工作落实，协调解决
突出问题。

为保障“路长制”有效运行，郴州市将建立农村公路
养护投入合理增长机制。市财政对照省级补助标准予以
1比1配套，县级财政配套不低于这一标准。各县（市、区）
在今年4月底前出台“路长制”细化实施方案，并组织实
施。

自治州发现白颈长尾雉
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谭老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部门鸟类
调查专家今天告诉记者， 在泸溪县达岚镇潮地
县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珍稀濒危鸟类———白颈长
尾雉，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在泸溪县境内尚
属首次发现。

4月9日，自治州林业部门鸟类调查专家深
入泸溪县达岚镇潮地县级自然保护区考察。当
晚10时12分，考察队经过一路攀爬，来到鸟类
栖息地，在灌木树上发现一只大鸟蹲立枝头。2
名考察队员打开手电筒，对准大鸟，1名队员调
好相机，借助手电光展开拍摄。经过专家鉴定，
本次调查发现的是一只白颈长尾雉雌鸟， 体长
大约45厘米，体重约1.5千克。

鸟类调查人员通过走访获悉， 潮地县级自
然保护区通过10多年的精心管理和保护，生态
植被逐渐恢复，野生动物资源日益丰富。除此次
调查发现的白颈长尾雉外， 保护区内还分布有
白冠长尾雉、红腹锦鸡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吴炳贤）4月9日，双牌县林
业局工作人员来到该县日月湖湿地公
园， 把10天前在公园内发现的一只野
生白鹇放归森林。

3月30日，一只1公斤多重的黑白相
间怪鸟，闯入在该县日月湖湿地公园居
住的吴长安家中。经县林业局动物专家
鉴定，这是一只未成年野生白鹇，属于
双牌日月湖湿地公园的新记录物种。由

于这只白鹇体力尚未恢复，县林业局的
工作人员请吴长安在家里喂养几天。

吴长安与邻居们得知白鹇喜食椎
栗、百香果等植物的嫩叶，以及蝗虫、蚂
蚁、蚯蚓等，争先找来这些食物喂白鹇。
见大家很友善， 白鹇也故意做出摆尾、
击翅等动作。吴长安对记者说：“今天虽
然舍不得， 但我们觉得它属于大自然，
我也希望有更多动物来家里‘做客’。”

� � � � 4月9日，泸溪县达岚镇潮地县级自然保护
区发现珍稀濒危鸟类———白颈长尾雉， 体长大
约45厘米，体重约1.5千克，系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鸟类。 王本忠 摄

双牌湿地公园现新记录物种
家里来了“陌生客”

实现“1+1>2”

汉寿县纪委监委加速深度融合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开始桥面铺设
4月10日， 长沙市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湘府中路施工现场， 桥面已开始铺装。 该工程分为河西段和河东段， 河东段

全长11.85公里， 河西段全长约3.3公里。 全线以高架桥梁为主， 局部设置下穿隧道及地面道路， 计划于今年通车。 建成后
将缓解长沙南部城区的交通压力。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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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322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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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19 1040 105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09 173 330257

1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