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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阳童 陈凌云） 今年清明节期
间， 在广东定居的小李带着妻子一起
回茶陵县秩堂镇老家扫墓时， 惊喜地
发现村道已经大变样： 曾经坑坑洼洼
的小道，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沥青道路，
路中间还画着标准的车道线， 沿路都
栽种了桂花树。

“没想到现在老家农村的道路修
得这么好， 赞一个！” 离开老家时，
小李忍不住掏出手机， 拍了几张村道
照片发到朋友圈， 引得大家纷纷点
赞。 小李可能有所不知， 仅在2017
年， 茶陵县就投资3.56亿元， 实现窄
路拓宽106公里， 实施通畅工程279

公里， 使高标准的“致富路” 通到了
许多百姓家门口。

位于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茶陵县， 近年来将改善交通条件作为
脱贫攻坚的关键之战， 采取政策资源
捆绑投入、市场资源滚动投入、社会资
源吸附投入、 民生资源捐赠投入等多
种方式， 强力实施贫困山区交通建设
大会战，并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上精
准把脉，以打通“边界路”“断头路”、进
行村组窄道提质改造为重点， 精准发
力， 不留死角， 大力畅通农村路网的
“毛细血管”。短短4年间，全县新增公
路里程412公里，改造提质公路562公
里。目前，全县已拥有各类公路3200

多公里。
随着通村通畅工程的稳步推进，

茶陵县的现代种养业、乡村旅游业、服
务业均有了长足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
秩堂、 高陇等乡镇为代表的茶叶、脐
橙、中药材产业，以虎踞镇为代表的大
蒜、生姜产业，以马江、枣市、界首等乡
镇为代表的食用菌、 蔬菜产业。2017
年， 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达8740元，
754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7559人脱
贫摘帽，68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目前， 茶陵县正紧扣乡村振兴战
略，加紧实施1000公里贫困村路网建
设，47公里的乡村东部旅游环线也在
顺利建设中。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今天一大早， 吉首
市马颈坳镇几比村村民张忠付就上
山采茶。 不多时， 新鲜茶叶就被送到
山下的加工厂。 厂里机器轰鸣， 工人
们忙着杀青、 定型、 挑选、 包装， 一
派繁忙景象。

“一两黄金一两茶”， 湘西黄金
茶已经成为吉首市名副其实的生态
富民产业。 张忠付此前也是贫困户，
因为种茶， 2014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子。 “我有40亩茶园， 年收入起码
10万元。” 张忠付告诉记者。 在吉首
市农村， 像他这样因茶脱贫致富的群
众比比皆是。 该市茶园面积由2012
年的1800余亩发展至如今的6.37万
亩， 5年增长35.3倍； 预计今年干茶

年产量可达1050吨， 产值可突破5亿
元， 带动5万余人增收致富。

吉首市把茶叶产业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主导产业， 茶产业开发被
纳入市直单位“五个文明” 和单位、
干部作风“双百分” 台账考核内容，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
政策支撑。 先后投入资金2.8亿元以
上， 在10个乡镇(街道)建设茶叶示范
基地， 实施科技兴茶1套技术标准、
10人专家团队、 10家龙头企业(合作
社)、 100家科技示范户和1万名职业
茶农“五个一工程”， 健全良种
繁育、 茶树栽培、 茶叶加工、 绿
色防控等科技服务体系， 实行茶
园精细化管理， 使得湘西黄金茶
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

升。 成功注册“湘西黄金茶” 国家地
理商标， 先后获得“全国重点产茶县
市” “全省十强生态产茶县市” 等称
号。

吉首市还按照“量化到户、 股份
合作、 入股分红、 滚动发展” 的方
式， 鼓励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
茶园入股、 金融扶贫贷款入股等模式
加入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使资金
变股金、 资产变资本。 通过茶叶产业
推动， 全市一批贫困村脱贫摘帽， 带
动2.3万名贫困群众脱贫。

桑植县举办第十四届
中国粽子文化节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谢德才
黎治国）4月28日，第十四届中国粽子文化节在桑植县
启幕。来自全国各地200余家品牌企业，携1000多种
产品参展。

桑植拥有26万亩天然粽叶，7万多人从事粽叶采
摘、加工及人工种植粽叶，是湘鄂川黔最大的粽叶生
产基地，拥有全国最大的粽叶收购、加工和销售企业，
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和地区。

开幕式上，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粽子行业委员会授
予桑植县“中国粽叶加工贸易示范县”匾牌，双方签订
了《中国粽叶加工贸易示范县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同
时，多家知名企业与桑植县签订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用
工协议，并将在当地大力建设粽叶发展基地。

寻找生活中的美学
首届东亚手作文化交流节开幕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熊远帆）自己动手完
成一件物品的制作，从而体会当中的生活美学。如今，

“手作”开始成为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下的解压方式。今
天， 首届东亚手作文化交流节在长沙图书馆开幕，来
自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手作专
家和匠人将在长沙展开交流。

此次活动由长沙市文广新局主办， 长沙图书馆承
办。以“地方再发现、传统再设计”为主题，探讨如何在
传承的基础上再设计再创新， 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
美学结合起来，成为现代的文创产品。活动每两年举行
一次，每次选取一门手工艺为主题进行交流。今年活动
以“布”为主题，举行包括植物染手工作品展、生活美学
对谈、长沙手作市集、创艺生活工作坊等4个活动。

“五一”假期中，长沙滨江文化园广场将举行“长
沙手作市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手作工作室及文创
团队将前来分享和交流自己的创意产品。

长株潭商圈
首届购物消费节开幕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陶芳芳 周密）今天上午，由
长沙市天心区委、区政府等举办的“融城盛会·乐购天
心”长株潭商圈首届购物消费节开幕。商圈内10大商
家共推系列让利活动，为长株潭市民提供持续13天的
休闲购物狂欢体验。

长株潭商圈位于长沙、株洲、湘潭3市融城核心区
域，北至和平路、南至万家丽路，沿芙蓉南路两厢区域
面积约8.32平方公里。经过3年建设，长株潭商圈范围
内已建成天虹百货、汽车6S街区、鑫悦汇、友阿奥特莱
斯、中海环宇城、弘高车世界等商业项目，正在建设五
江国际商业广场、德盛欢乐广场等项目，引进了麦德
龙、迪卡侬等多个零售巨头。目前，长株潭商圈建成和
在建商业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 还聚集了长沙生态
动物园、三只熊冰雪王国等旅游休闲景点，全方位满足
市民购物娱乐休闲需求。

新晃首届
蔬菜文化旅游节开幕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杨琼
杨炼帆）“蔬菜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搭配侗家风情景观，
真是妙趣横生。”4月28日，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现代蔬
菜文化产业园游玩的怀化市民张龙飞感叹道。当天，新
晃首届蔬菜文化旅游节在此拉开帷幕。

这届节会以“相聚幸福新晃，放飞湘鲁梦想”为主题，
由新晃侗族自治县政府主办，将持续至5月3日，相继举办
文艺演出、湘鲁两省书画艺术交流展、才艺大赛、傩技傩
戏展演、现代农业发展研讨会、湘鲁黔三省旅游推介会、
湘鲁土特产及民间艺术品展览展销会等活动。

新晃现代蔬菜文化产业园由新晃侗族自治县政府
与山东寿光绿巨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按4A
级旅游景区标准规划建设，设有文创馆、科技馆等9大
片区。项目占地430亩，总投资1.38亿元，是农、旅、文深
度融合的新型农业综合项目，预计年接待游客50万人
次以上。

土壤“治病” 常德先行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项目109

个，投入资金3.51亿元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刘希彦）昨天，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相关
负责人来到常德市， 调研评估该市土壤污染防治先
行区建设情况。记者从常德市有关部门获悉，该市为
土壤“治病”开出“五个先行”的“药方”，已取得初步
成效。至去年底，实施土壤污染防治项目109个，投入
资金3.51亿元，防治力度居全省前列。

常德市是全国6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
一。 针对该市受污染耕地占总面积9%左右的“病
情”，2016年12月， 该市制定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
行区建设方案通过审查，开出了基础工作先行、污染
防治先行、防控体系先行、技术路径先行、治理示范
先行等“五个先行”的“药方”，明确了土壤“治病”的
方向和重点。

目前，常德已建立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确定土壤
环境重点监管企业22家。对暂不开发利用的土地，清
理残留污染物；对污染地块，采取热脱附、稳定化等
技术手段，确保环境质量达标。对全市68处污染地块
进行了摸底，并完成了118个国控土壤环境监测点位
采样分析、1508个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核
实。为夯实防控体系，常德市政府还与各区（县、市）
签订了责任书， 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保绩效
考核重要内容。投入600余万元，建设土壤污染防治
信息化平台，今年5月将投入运行。

从“出远门”到“屏对屏”
宁乡综治视频会议系统通过

国家级检阅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李曼斯 姜润辉） 昨天，
宁乡市市、 乡、 村三级综治中心接受国家级检阅。
检阅期间， 宁乡155个已建成综治中心视频会议系
统点位传输信号稳定、 音像清晰， 顺利通过国家六
级联调测试。

据了解， 宁乡地域广、 山多路绕， 加之市区偏
东北， 西部乡镇基层干部到市区办事、 参加会议等
极为不便。 将来， 全市综治视频会议系统327个点
位全部建成后， 将使原有“出远门” 开会的方式，
逐步向“坐家中” 开会方式转变。 今后， 中央至乡
镇 （街道） 各级召开视频会议， 可以同步直播连通
到所有村 （社区）， 能确保方针政策不走样、 会议
精神不失真。 “屏对屏” 实时交流， 让政令上传下
达更加通畅。

目前， 宁乡市还将该套视频会议系统广泛应用
到应急指挥、 防汛抗旱、 森林防火、 交通保畅、 城
市管理等方面， 达到高效、 便捷、 精准的效果。

澧县劲吹节俭风
退订各类酒席780多起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章斌)4月26日，澧县澧南镇村民彭某准备在县
城一家酒店违规办酒席，经县“人情风”专项治
理办及镇、村干部劝说，彭某及时退订了酒席。

据了解，自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工作以来，澧县迅速行动，治理赈酒乱
象，力倡节俭之风。 县纪委、县监委设立了“人
情风”专项治理办，组织专门督查组不定时巡
查，对镇、村履行主体责任进行监督。 目前，全
县291个村(社区)都因地制宜，修订完善了村规
民约。 所有村(社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所有居
民户以及酒店、乡厨签订了“拒绝违规赈酒承
诺书”。 目前，全县已退订各类酒席780多起。

电影《茅岩河纤夫之恋》开机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田育才）今天上

午，反映张家界西线旅游、展示茅岩河神奇山水
的电影《茅岩河纤夫之恋》举行开机仪式。

《茅岩河纤夫之恋》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
以民女向苦竹与谷子的情感经历为主线， 通过
纤夫、士兵、土匪等多组人物的爱恨情仇，表现
出民国时期茅岩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状态。影片中，湘西古谜赶尸、放蛊和独特的
纤夫号子等，将唤回人们对久远历史的记忆。该
片由赵俊辉编剧，刘烈雄导演，外景拍摄主要在
张家界茅岩河完成。影片拍摄周期45天，将于10
月份全球首映，11月全国路演。

南县环保“雷霆行动”
首战告捷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通讯员 陈立志 记者
龚柏威）4月26日，南县环保整治“雷霆行动”结
束，本次行动在舵杆洲、三仙湖水库和天星洲3
大生态湿地保护区开展， 确保重点环境问题按
时按质按量整改到位。

南县由林业、畜水、环保、公安等部门共同
成立了3个执法分队，3名分管副县长带队，携带
装备，分赴3大生态湿地保护区现场执法。百余
名执法人员经过3天连续行动，依法功能性摧毁
加高界堤矮围2000米，恢复原状；焊吹、拆除网
箱1000余个；强制退养精养池两个。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访问 李圣景）“不行贿，不
违法，不踩红线……”27日，浏阳市工
商联合会副会长、 湖南周洛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坚与200名企业
家代表一道作出庄重承诺，并在“拒绝
行贿承诺书”上集体签名。这是浏阳市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举措之
一。

当天，浏阳市纪委、市监委、市委
统战部、市工商联等单位联合举办“重
诚信、倡亲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浏

阳市委纪委主要负责人结合典型案
例，就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
党员干部、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给大
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警示课。

2017年底，浏阳非公经济总量占
到全市的89.2%， 安排就业人数占全
市就业总人数的84%以上。 该市高度
重视营商环境建设， 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攻坚战，锻造“浏阳作风”；积极推进
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确保实现企业办
事“最多跑一次”；市级领导带队、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深入实施“重企帮扶”

“促企上市”工程，加大对企业和项目
建设的联点沟通、帮扶解难。

“一个主动服务企业的地方政府，
是我们企业家的福气。”湖南远大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希望不想
行贿、不需行贿、不敢行贿成为浏阳企
业界的共识。

“接下来，浏阳市工商联将积极深
入企业开展宣传， 推动在企业间形成
重诚信、倡‘亲’‘清’的氛围，使得‘亲’
与‘清’ 成为浏阳政商关系的最大特
色。”浏阳市工商联主席刘来宏表示。

“致富路”通到百姓家门
4年新增公路里程412公里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 张洪涛）4月28日，
摄影大师陈复礼、 陈勃摄影艺术长
廊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天子山索
道下站揭幕， 并向中外游人免费开
放。

陈复礼、 陈勃均是在国际上享
誉盛名的摄影艺术大家。 本次展出
他们创作于张家界及世界各地的代

表作50余幅，涵盖名山大川、烟雨江
南、滔滔碧海、花鸟虫鱼、人间万象、
历史事件等内容， 其中还有不少珍
贵的历史伟人照片。

两位艺术家与张家界有着深厚
的渊源。1981年春，他们得知湖南张
家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景区，就
相邀前来张家界摄影创作。随后，他
们将在张家界拍摄的作品发表在香

港《中国旅游》第18期杂志，总计《岩
峰奇景人未识》《湘西游踪》 两个主
题共11个版面。 这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张家界绝版山水首次亮相海
外，拉开了“三千奇峰”走向世界的
帷幕。之后，两位艺术家又多次来到
张家界摄影创作， 积极向世界推介
张家界， 为张家界旅游事业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黄金茶释放绿色“红利”
建成茶园面积6.37万亩，带动5万余人增收致富

他们让张家界首次亮相海外

陈复礼陈勃摄影艺术长廊落户张家界

200名企业家代表承诺“不行贿”
浏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新闻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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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28日

第 2018111期 开 奖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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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1040 375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66 173 132518

7 2 0

� � � � 4月28日， 著名摄影家陈复礼、 陈勃摄影艺术长廊在天子山索道下站揭幕。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