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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吴巍伟 张凭栏）4月27日， 华容县治河
渡镇潘家渡村村民王光龙将自家拆除“空
心房”退还复垦的2.4亩土地全部种上了“潘
家大辣椒”。他说，即便按去年的市场行情，
每亩也可获毛利1.1万元。 华容全面推进农
村“空心房”整治行动以来，像王光龙一样
收获实惠的村民已达400余户。

去年初， 华容县成立了县农村宅基
地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决定开展农
村“一户多宅”“空心房”和闲置宅基地等
不良占地乱象专项清理整治。 由县农业

发展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在治
河渡镇先行启动以农村不良占地回购腾
退、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宅基地有偿使
用、 宅基地有偿腾退为重点的整治试点
工作， 共打卡发放补偿资金225万元，拆
除房屋167处，完成复垦土地80亩。

“整治试点严格按逐户摸底、数据采
集、图斑核定、测绘计量、签订协议、统一
拆除、资金打卡、土地复垦8个工作步骤
有序推进。‘空心房’拆除复垦后，实行承
包权、经营权、土地性质‘三不变’。 ”治河
渡镇试点首创的“八步工作法”，被华容

县委、县政府在全县推广。
该县先后制订出台了《农村“空心

房”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农村“空心房”
整治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方案》《农村“空
心房”整治宣传工作方案》等文件，配套
起草了工作细则，明确了目标任务、基本
原则、整治内容、实施步骤、保障措施
和实施主体，形成了覆盖全域的“空心
房”整治工作全流程、各环节的制度体
系。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华容县
还将“空心房”整治与农村集中建房、

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三结合”。 同时，积
极争取省水利安全区建设、 洞庭湖土地
治理二期、乡村振兴等项目大力支持。截
至4月24日，华容县已拆除“空心房”2890
户、建筑面积351793平方米，腾退宅基地
1468亩，组织复垦土地850.7亩。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新轩 陈明）4月27日， 在新田县大
坪塘镇黄家舍村， 一场山村里的“NBA”
篮球赛激战正酣。今年春节过后，村里的
一群年轻人组建了篮球队， 还邀请邻村
的队伍切磋球艺。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只有把人的主
观能动性调动起来，才能让乡村真正“活”
起来。新田县委、县政府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与经济工作等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
安排，并制定2018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方案。
新田县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总抓

手，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乡村文明
风尚、推动农村文化发展为主要内容，为
农民搭起了“百姓舞台”。 积极发挥农村
广播“村村响”、草根宣讲团、农家书屋的
宣传作用，通过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
等途径广泛传播好家风、好家训；组织开
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利用春节、清
明、 端午等重要传统节日， 策划家庭团
圆、文明祭祀、孝老爱亲等活动；切实发

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
织作用，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 逐步纠正铺张浪费、 婚丧大操大
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鼓励群众投身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组织开展“清源”“净
网”“护苗”等专项行动，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时间，
文明新风劲吹新田大地， 农民既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物质
保障。新田县委、县政府还将农村精神文

明创建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相结合， 把扶
贫车间开到家门口， 让村民在家门口创
业就业，让农民更有尊严、更有价值。 在
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 探索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机
制， 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依法支持农村
各项建设事业。

今年以来， 新田县已开展送戏下乡
活动30场、送电影下乡活动489场，辅导
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120余人次， 为356
个农家书屋配送图书36万余册。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4月的最后一天， 天气乍晴乍雨，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的学员们在长沙
县金井镇广吉生态农业基地里， 听得
津津有味。 这天为他们实地授课的不
是专家教授， 而是一位不过30出头的
年轻小伙子———“洋硕士”王洪健。

王洪健是日本神奈川大学计算机和
国际贸易双硕士。 2011年，王洪健从日
本留学归国， 在老家金井一口气流转了
400亩土地搞农业。 5名博士、10名硕士
组成的海归智囊团，所学专业横跨医学、
天文学、计算机、数学等，给王洪健的创
业之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智力支持。

喝了“洋墨水”却还是回到乡里种
田，而且他种出来的蔬菜、养出来的鸡
鸭却以“看”为主，这让不少乡亲们都
不能理解。

“因为，生活在这片地里的动植物
都是‘教材’。 ”王洪健说。

在他的试验田里， 放养着的上万
只青蛙，蛙粪是最好的肥料，稻田附近
的害虫又给青蛙提供了美餐。 稻田旁
的一大片空地被分成两块， 轮流种菜
和养鸡。 田埂上稀植了30棵果树，既不
会影响种菜，又能为动植物遮风挡雨。

基地不大，却包括稻蛙共生、小型

污水生物处理系统等6个共生系统。 在
王洪健看来， 作物和禽畜是一个自然
界创造的完美的共生系统， 不需要外
界的农药、化肥、抗生素，就可以实现
自身的和谐平衡， 而王洪健和同事们
的工作就是及时调节各种生物配比，
在动物、植物之间营造一种动态平衡，
将农业从2D转变成3D。 王洪健将之称
为“新种田术”。

如何把农业的2D思维转变成3D
思维？ 王洪健解释道，原本是1亩地，把
它作为3亩地来看，空间是1亩，土表是
1亩，土壤是1亩。“果树利用空间和深
层土壤， 表土50厘米以上部分种植蔬
菜，树下进行家禽养殖。 一亩地的三维
空间都得到了合理利用， 还可以带来
收益的明显提高。 如今，我们种田亩产
收益10000多元， 是原来的4到5倍，而
且全流程不使用一滴农药、 一粒化
肥。 ”王洪健告诉记者。

试验田里的禽畜作物一天天成长，
乡亲们也从好奇、 不解变成了惊讶、叹
服。比如随地可以看到有鸡鸭排泄物，但
是却闻不到异味，是因为基地做了“生物
床”处理，利用生物发酵技术，鸡粪落在
上面， 两个小时就被分解， 不会产生异
味，用过的“生物床”还可以作为有机肥
料直接施用在田地里。

王洪健的理念里， 田里产生的废
物都是“宝”，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利
用。 这是王洪健希望通过自己的试验
田教给农民的。 他的努力效果不菲，如
今， 农场周边农户种植果蔬基本告别
了农药、化肥。 同时，基地还与十余家
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包括人才培养、
农业规划技术指导和种苗提供， 承接
社会团体组织和亲子参观活动。

“现在我们做农业从3个结构来
做： 一是告诉农民， 如何放弃化学技
术，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保护环境，保
障食品安全，产生效益；二是告诉消费
者，什么是好的农产品，怎么选择好的
农产品，帮助消费者获取健康；三是告
诉儿童，让小孩能从小接触农耕文化，
保有一颗敬畏之心。 ”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王洪健的新
种田术，观光者纷至沓来。 2017年，基
地接待了上千人次的参观者。 而基地
里的6大共生系统，已经作为乡村环境
治理的重点保护项目和循环农业的重
点示范项目列入了权威教材。

新型职业农民汤申良参观完基地
后说：“这种套养很好，既种了菜，又有
果树，还又有鸡，这就是多丰收。 他们
的思想先进，转弯转得快，步子就走到
前面了，这种模式我准备回家试试。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黄益民）4月27日，湖南省保靖黄金茶走进山
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楼广场，茗香弥漫，湖
南西部保靖黄金茶与山东“泉城”七十二名
泉珠联璧合，演绎新故事“西茶东水”，更释
放新红利造福于民。 当天举办的“历城·保
靖东西部扶贫协作暨2018保靖黄金茶见面
会”上，历城区与保靖县签订了《茶叶产业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在茶叶的种植、
加工、销售、品牌打造、技术推广及技能培
训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保靖黄金茶现有种植面积8.35万亩，到
2020年，将实现种植生态有机茶10万亩、产
值过10亿元的“双十”目标。 历城区将在人
才培训，资金奖励方面加大力度，区财政在
2017年支持1000万元的基础上，每年将增
加100万元用于保靖黄金茶的产业建设。

产自苗祖圣山———吕洞山片区的黄金
茶， 被茶叶界专家鉴定认为是中国最好的
绿茶，其氨基酸含量是其他绿茶的两倍。 保
靖黄金茶赢得了历城当地企业的青睐，一
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养“保靖黄金茶古
茶园”，这片古茶园位于保靖县吕洞山镇黄
金村，现有古茶树2057棵。

据介绍，在历城区的帮助下，保靖县在
济南市新开设了2家保靖黄金茶旗舰店，连
日来， 保靖黄金茶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济南
的途中。 保靖黄金茶在济南市的年销售额
突破10000斤的目标可以确保实现，带动更
多种茶户增收致富。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明义 荣杰）
“一根银针、几个火罐、二三味中药，就可自己治愈一些常见病。
搭帮临澧县中医院推广的中医药治疗啊！ ”近日，临澧县烽火乡
观音庵村村民张玲采用中医药治好急性乳腺炎后感慨地说。

临澧是老牌的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县。为使中医药
国粹焕发异彩，临澧县在城乡推广中医药服务，全县约1500
名乡村医生和2万名中医药科普知识宣讲员熟练掌握了15
项中医药适宜技术。 该县中医院院长乔玉山编著的《安福本
草经验方》，还成了热捧读本。 为保障廉洁行医，县纪委驻县
中医院纪检组聘请了50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明察暗访加
大监督，防止中医服务中出现“四风”反弹。

目前，临澧全县城乡中医药常识知晓率达91%，三级卫
生网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达87%，中医药服务、中医药知
识宣教实现城乡全覆盖。

长沙国税向纳税人述廉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吕锦平） 执法作风是否廉洁公正，纳
税人说了算。 4月27日，长沙市国税局第二
稽查局的稽查执法人员迎来纳税人对他们
的大考。 他们的述职述廉大会，不仅要接受
单位内部的监督， 更要接受执法对象———
纳税人的监督测评打分。

面对20余户企业法人代表和财务负责人，
国税稽查人员站上了述职台， 围绕案件查办、
政策执行、纳税服务、廉洁自律、工作作风等方
面，主动揭短亮丑，开展自我批评，并接受纳税
人监督和评议。

双峰县11.46万亩稻田
有了“保姆”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今年我们县出了新鲜事，稻田有了专
业的‘保姆’，我家4.5亩稻田，就是我们村农机
户蒋伟华帮忙代耕管理的，可让我省事不少。”
4月30日，双峰县三塘铺镇黄河村村民邓利华
看着已是满眼翠绿的稻田发出感慨。

今年以来， 双峰县给未建家庭农场和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请“保姆”。“保
姆”一般为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成员，负
责为零散小户的稻田提供插秧、管理、收割
等全程托管服务。 目前，该县稻田保姆面积
已达11.46万亩。

“洋硕士”回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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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八步”整治“空心房”
拆除“空心房”2890户，400余农户喜获复垦土地

新田：乡村劲吹文明风
为356个农家书屋配送图书36万余册

演绎新故事“西茶东水”
释放新红利造福于民

济南保靖共护
10万亩生态有机茶

临澧热捧中医药服务

2500岁古银杏生机勃发迎游客

长沙领取免检标志
不需去车管所排队了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周帙恒 通讯员 肖强）车管

窗口常常排长队，不少车主为申领车辆免检标志这样的简单
车管业务而困扰。 5月2日起，长沙公安交警在市公安局人口
与出入境管理支队服务大厅、芙蓉公安分局人口与出入境服
务大厅增设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的核发窗口，迈出了交警业
务与其他公安业务融合办理的第一步。

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的核发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
包车、7座及7座以上的车除外）， 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
动车所有人（或使用人）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
船税或者免征证明，可直接申领检验标志，无需到检测机构
进行安全技术检测。 2017年，全市在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全市8家分所、42家4S登记服务站、24家机动车检测站共办
理此项业务358978笔。

交警提醒，申领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业务，当事人需要
交验机动车行驶证、交强险保单、身份证原件，并留存身份证
复印件及交强险保险单原件。

岳阳立法保护城市山体水体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李

磊）今天，岳阳市正式实施《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
护条例》。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联合市直有关部门组成普法志
愿服务队，分赴相关县（市、区）的大型广场开展宣传活动。
这标志着该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工作进入法制化、
规范化的新阶段。

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山水资源， 形成
了独特的城市山水格局。 然而，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山水资源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2010年，岳阳
市人大常委会就560亩湖被填事件启动专题询问监督，并作
出了《关于加强城区水域保护的决议》。 2017年初，市八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君山区代表团谢胜等8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了《关于保护岳阳中心城区山体水体的建议》，被列为市人
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征集意见和调研论证基础上，经
岳阳市委同意，将《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列为
2017年度立法计划。先后组织开展调研、座谈、专家论证会等30
余次，共征集立法意见和建议1000多条。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各
方意见，对条例草案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进行了3次审议并
表决通过，并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合法性审查。

据了解，《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 条例
共五章、二十八条，明晰了山体水体保护责任，强调分级分
类保护，注重增强保护措施刚性，将为守护岳阳的山体水体
资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

雪峰山旅游新业态引爆
“五一”假日游

湖南日报5月1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陈薇)五一假
日，雪峰山旅游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热闹非凡。 挂着粤、桂、
琼、苏和湘等地牌照的车辆在通往各个景区景点的公路上穿
梭。火爆的场面在各个客栈、就餐点、温泉泳池、露营基地、猪
栏酒吧持续上演，蔚为壮观。

邓漂亮是位来自长沙的90后妹子。 4月28日晚，她和4位年
轻朋友自驾来到穿岩山。 白天浏览奇丽美景，品味山野美味；晚
上在仙境瑶池泡泡温泉，狂欢一把篝火晚会。 她和朋友们住进
森林小木屋，听虫吟蛙鸣，仰月明星稀，享受了都市女孩从未领
略过浪漫。

据初步统计，截至5月1日下午4时，穿岩山、山背花瑶梯
田、千年古镇龙潭、抗战古村落阳雀坡等雪峰山旅游景区游
人达15万人次。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唐
善理）5月1日， 在永州市四明山下
南桥镇马皇村一个山坡上，记者见
到，一棵老态十足仍昂然屹立的古
银杏，葱绿苍翠，枝繁叶茂，焕发出
勃勃生机。 一批接一批游客到树前
围观，在树下作揖跪拜。

这棵曾获评“全国十大最美古银
杏”的湖南“银杏王”，也是“湖南第一
古树”。 据原国家林业局权威专家考
证，这棵古银杏是春秋战国时期古越
人所栽种，距今已有2500多年。

经现场勘测，古银杏主干胸径达
3.84米，冠幅为东西20米、南北22米，
树高20余米。 老树干已空心，里面能
容纳10多人。据资料记载和当地村民
传说，明末清初时，古银杏主干曾遭
雷击劈断，被雷劈前的古银杏树高应
在50米以上。

村里负责义务看管古银杏的吕
玲伟告诉记者，近年来村里为古银杏
修建了防护栏， 制订了保护措施，确
定了专人看管。古银杏每年春天郁郁
葱葱，秋天挂果时满树金黄，如披黄
袍，每年挂果数百公斤，每到果实成
熟之时，择良辰吉日，全村老少聚集
在树下捡拾银杏果，其乐融融。

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这棵地处
偏远四明山下、“养在深山人少识”的
古银杏树，每逢节假日，吸引了很多
城乡游客自驾前来参观膜拜。

� � � � 永州市四明山下南桥镇马皇
村的2500年古银杏， 枝繁叶茂，
生机勃发。 唐善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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