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城区 “堵”“疏”“建”卫蓝天

� � � � �荨荨（上接1版）
“诗墙品武陵，德眼看天下。花堤观

沅水，阳山沐晚霞。漫步桃花源，怀古孤
峰塔。泛舟朗州城，举杯邀司马。”常德历
史悠久、文化灿烂，拥有桃花源、德山、柳
叶湖、壶瓶山、城头山等诸多优质旅游资
源，但在过去几十年湖南旅游版图上，常
德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旅游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开发利用。

跨入新时代，面对长江经济带、洞庭
湖生态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 常德如
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高质量发
展？常德的决策者明确提出，将文化旅游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育， 打一场文
化旅游发展的“硬仗”！

在深入调研后，常德人意识到，特色
文化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开发不精、缺乏
龙头项目引领， 是常德旅游长期不温不
火的根本原因。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
批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常德市委
书记周德睿提出， 要高水平打造一批旅
游精品，提升旅游新供给，增强旅游竞争
力。

常德做足“一城三区”大文章：以建
设桃花源文化旅游度假区、 柳叶湖文化
旅游休闲度假区、 城头山历史文化展示
区为重点，打造名副其实的“全国优秀旅
游城市”。

全面实施文化旅游战略性产业三年
攻坚行动，3年完成旅游项目建设投资上
百亿元，一批旅游精品全新亮相。

2015年，常德欢乐水世界一炮打响；
2016年，炒热了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
穿紫河风光带、老西门休闲街区、城头山
景区，壶瓶山大峡谷景区获评“湖南最佳
避暑胜地”；2017年， 桃花源景区开园爆
棚；2018年，柳叶湖华侨城卡乐世界主题
公园令人期待……

大手笔、大提质，常德文化旅游展现
出高颜值新气质。2017年，常德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362.19亿元， 接待国内外游客
4396.74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

大营销大联盟，擦亮常德
城市旅游名片

2018年一开年，常德旅游“走出去”
动作频频。

省内， 瞄准长株潭地区这一省内游
最大客源地市场，精准出击；省外，借力
全新开航的成都-常德-杭州航线，西向
成都、东进杭州，并南下广州，开展专场
营销。

“常德有很多优质景点，过去养在深
闺人未知， 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营销不
够。”常德市旅游外侨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俊介绍，近年来，常德打出旅游宣传营
销系列组合拳， 以大营销大活动带动市
场大拓展。

从2013年起， 常德坚持举办旅游节
庆活动，成功承办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
连续举办常德旅游节， 先后引进举办国
际马拉松赛、国际龙舟赛、环湖自行车赛
等国内外大型赛事， 极大提升了知名度
和影响力。

2017年9月21日，石长铁路动车全线
正式开通， 结束了湘西北没有动车的历
史。当日首发的“亲亲常德号”旅游动车,
成为全省第一列以旅游形象口号命名的
动车。整趟旅游专列以3D效果呈现常德
知名景点，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轨道交
通媒体放大旅游传播效应， 一举拿下国
际广告节金鸮事件营销奖。

4月15日，中央电视台《城市1对1》栏
目播出专题片《灵动之城：中国常德———

德国汉诺威》，全景展现常德和汉诺威两
座城市中的美景、美食和人文，并通过央
视亚洲版、欧洲版、美洲版向全球展播。

这是常德旅游又一次登陆央视 。
2017年常德旅游先后5次登上中央电视
台，频次之密十分罕见。

伴随旅游影响力日增， 常德敲开了
境外旅游促销的大门。2017年，常德首赴
德国、俄罗斯开展旅游推介活动，成功打
开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大门。

在旅游信息“爆炸”的当前，单一的
旅游产品已远不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
求，常德探索合纵连横，抱团发力。

域内，组建旅游营销联盟，形成以桃
花源、柳叶湖、城头山为代表的常德旅游
“金三角”，抱团“出海”，南下北上东突西
进， 先后在国内20多个城市展开精准营
销。

域外，处在张家界、凤凰等知名旅游
胜地“包夹”中的常德，果断选择结盟协
作， 发起成立湖南旅游“金三角”联
盟———“张家界看山、常德玩水、湘西怀
古”。联盟错位发展、共同发力，举办“金
三角”峰会，集中向德国、韩国等国际旅
行商推介，推出3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带
动三地城市直接消费20亿元， 旅游经济
同比增长5个百分点。

诗与远方牵手，构建“全
域桃花源”旅游目的地

如果说， 文化与旅游是诗与远方的
牵手。在常德，诗与远方天然就在一起。

常德文化旅游资源拥有两个“源”，
一个是世界最早的城市源头———城头
山， 另一个是理想生活的源头———桃花
源。相比张家界、湘西，常德的旅游产业

发展起步略晚， 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就
了常德旅游之魂。

在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海绵城
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
基础上，常德喊出了更响亮的口号：创建
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和中国国际城市
旅游特色目的地。

过去4年， 常德新增4A级景区6家，
省级五星级乡村旅游点达11家， 数量居
全省第一。眼下，常德正全力把桃花源打
造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把柳叶湖打造
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把壶瓶山打造成
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公园，城头
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

承载千年人文理想的桃花源， 留住
乡愁的常德河街， 有着异域文化的德国
风情街， 再现老常德历史文化民俗记忆
的老西门，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常德诗
墙、 常德画墙……今天的常德， 城在景
中，景在城中，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正在
加快形成，加速向“景城一体、全城5A”的
目标迈进。

“我们要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培育壮
大美丽经济的重要抓手， 推动常德旅游
从‘点上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从‘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跨越。”周德睿表
示， 常德要积极推进旅游与其他行业领
域融合发展，将旅游与历史文化、城市提
质、美丽乡村、产业转型相融合，构筑全
域旅游网、延长旅游产业链，催生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

“常德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已
来， 应对准备的关键时期已到。” 涂碧波
说，按照“大产业、大跨越”的理念，常德旅
游产业将紧紧盯住“两个千亿”的发展目
标， 力争到2021年实现旅游总投资过千
亿元和旅游年总收入过千亿元，构建国内
外知名的“全域桃花源”旅游目的地。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莫革文）昨天，由世界自然基金
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与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联合举办的环洞庭湖渔民及志愿者
公益培训项目如期举行，30余名江豚保
护骨干人员、渔民、学生、市民代表，参加
了此次专项培训。 这是近年来洞庭湖地
区规模最大、 专业性最强的江豚保护公
益培训。

近年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有着长期合作，双方致力
于以江豚及生态保护为宗旨，推动区域
性生态公益事业长足发展。 目前，洞庭
湖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江豚数量稳中有
增，已经超过100头。

此次公益培训中，岳阳东洞庭湖渔
政监察执法局副局长李海波分析了洞
庭湖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并结合国家及
地方性渔业法律法规知识进行讲解。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徐湘平以互动、
体验式教学为手段，传授急救等安全知
识。 岳阳职院生物环境工程学院副院
长、 高级兽医师谢拥军则以各种案例，
生动讲述了《野生动物救护》的课程。

参与此次公益培训的与会人员表
示，培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能学以致
用， 对于今后大家参与公益活动具有指
导意义， 能让保护行动朝更专业方向发
展， 带动更多志愿者加入江豚及生态保
护行列。

岳阳集训
江豚保护“近卫军”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近日，长沙市召开蓝天保卫战“三个
月治标”工作讲评会，望城区成绩瞩目：
截至4月15日，全区累计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91天，较去年同期增长10天，优良率达
86.67%；PM2.5、PM10较去年同比分别
下降23.3%、12.0%。

自我省打响蓝天保卫战以来， 望城
区“堵”“疏”“建”结合，打出三位一体“组
合拳”，确保了大气污染的标本兼治。

堵：布下“天罗地网”
“月亮岛街道中华岭发现一处露天

烧烤。”4月8日晚上10时30分，望城区城
管局指挥中心，一名通过“天网”进行“巡
查” 的值班人员报告。 在后台系统屏幕
上， 工作人员清楚地看见一处烧烤摊正
浓烟四散。“请月亮岛中队立即赶赴现场
处理。”不到一个小时，违规烧烤摊点便
移除完毕。

为使堵截更精准、 及时， 望城区城
管、 公安等部门实行大数据共享，4000
多个高清摄像头覆盖全区各重要路段、
区域，随时捕捉违规行为，此外全区77个
在建工地、消纳场、搅拌场门口全部安装
监控，24小时紧盯出入渣土车是否冲洗
达标、时间合规。

在设置“天罗”的同时，也广布“地
网”。望城将全区划分为133个网格，1230
名网格专干每日巡查， 若发现环境污染
问题，可打开“望城应急联动”APP中“蓝
天保卫战”板块，按照水体污染、固体废
物污染、大气污染等不同类别，进行GPS
定位并拍照上传。 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接
到“报案”后，按职责范围派单至不同单
位，限时处理。

该区以建筑工地扬尘整治、 散煤污
染整治、禁燃禁放禁烧等为突破口，共开
展综合执法430次、专项执法1991次，发
现并整改问题16437个， 罚款367.27万
元，立案侦查90件，形成“不敢违法、不能
违法、不想违法”的高压态势。

疏：助推源头把控
“堵”为蓝天保卫战定下基调，这是底

线，不可逾越；“疏”为百姓提供方法，能有
效平衡经济效益、传统民俗与生态保护之
间的关系，力争从源头上进行把控。

靖港镇福塘村，一个近5000平方米
的塑料大棚刚搭建好， 周乐农机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在里面反复检查土质。 望城
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后， 经营有机肥的这
位负责人改变以往从江苏进原料的做
法，转而利用本地秸秆制作有机肥，成为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从江苏直接进有机肥，18元一包，
还得加运输费， 我这产的有机肥15.5元
一包，还包运输。”2017年，周乐农机专业
合作社“消化”了2.5万亩稻草，产出1万
吨有机肥，由于价廉物美，一投入市场便
被定购一空。该合作社今年扩大规模，新
大棚预计一年可生产5万吨有机肥，将为
十几万亩稻田秸秆提供“出路”。

此外，望城在更多方面进行疏导，如
支持引导园区企业改良升级环保设施，
做到无污染排放； 清明祭扫向市民免费
发放鲜花，替代鞭炮与香烛；节庆活动、
红白喜事推广电子鞭炮， 替代传统爆竹
……种种方式起到了春风化雨的效果。

建：确保“三年治本”
早上，在乔口镇大垅围村，村民刘冬

梅正按照村里规定的“五点分类法”处理
家里的生活垃圾： 餐厨垃圾扔到沼气池
中“沤一点”；煤灰、动物内脏等挖坑“埋
一点”；纸盒、玻璃瓶等放进可回收垃圾
桶“卖一点”；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有害
垃圾放进不可回收垃圾桶，等待保洁
员上门“运一点”和“收一点”。按照这
种方式，全镇每天的垃圾量从50吨降
至5吨，每年可减少转运费55万元。

望城区结合区域地理特征、交通
区位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形成了差

别化的3种垃圾处理模式：在城区，社区
与环保公司合作，为每户业主设立“绿色
账户”， 发放印有二维码的分类垃圾袋，
公司从小区垃圾桶收走垃圾袋后， 通过
扫码为业主计量， 积分可抵扣物业费或
兑换生活用品；在居民较为集中的垸区，
农户分类处置，保洁员上门收集，到村分
拣中心进行二次分拣处理；在面积较大、
居民较为分散的山区， 政府与专业公司
组建生态合作社，农户收集、村组集中、
镇中心站分拣、生态合作社统一回收。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切实实现“三年
治本”，望城区出台了《长沙市望城区“强
力推进环境大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同
时， 针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散乱
污”企业及挥发性有机物整治、乡镇生活
污水治理等不同工作制定了12个具体实
施方案， 详细规定了重点工作、 责任部
门、完成时限等。

以此为节点， 望城全面吹响了“治
气”“治水”“治土”三大战役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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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发布
律师行业发展白皮书
5月15日首届长沙律师节开幕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姚学文）昨天，长沙市律师
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长沙市律师行业发展白皮书》，
并宣布：5月15日将举行首届长沙律师节。

《白皮书》揭示：早在民国初期，长沙便有了律师，诞生
了律师行业。初期，由长沙地方检察厅检察官负责管理律师
资格申报、律师事务所设立及律师业务。1913年6月，长沙
律师公会成立，共有19名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旧的
律师制度。1955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推行新的律师制度，
同年下半年，湖南省司法厅决定在长沙试行人民律师制度。
1956年3月22日， 成立长沙市律师顾问处。 后来又几经变
化，1995年12月，长沙市成立律师协会。截至2017年底，长
沙市有律师事务所308个，执业律师5217人。

据悉，首届长沙律师节，以“弘扬宪法精神，共建法治长
沙”为主题，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湖南省律师协会全程指
导，长沙市司法局、长沙市律师协会主办。律师节，包括开幕
式暨长沙律师微型马拉松赛、 律师演讲比赛、2018麓山律
师论坛、主题文艺晚会、律所开放周等系列活动。

无人机巡查 违章难遁形
新邵织起违建防控“天网”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斌辉 刘艳）5月
5日，新邵县城管局执法人员在大坪工业基地某小区顶楼操
作无人机起飞，在空中盘旋飞行，监视器上城区建筑全貌清
晰可见，一览无余。

“高层建筑上的违章建筑一般难以发现， 现场取证困
难，现在采用无人机航拍，如同有了‘天眼’，执法更加精
准。”执法人员表示。为破解一些违章建筑因地形、现场环境
等原因无法取证的难题，该县城管局今年2月份花费4万元，
购置了2台无人机进行航拍巡查， 利用无人机时效性强、机
动性好、巡查范围广等高新科技优势，将地面巡查和空中监
控有效结合起来，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无盲点执法巡查和
定点监控。通过无人机反馈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精准定位
违章建筑的位置，结合执法人员实地查证，织起了一张违建
防控的“天网”。

截至目前，该县利用无人机巡查120余次，范围覆盖县
城规划区28个村（社区），辐射面积达63500平方米，发现并
拆除违章建筑40处，共5000平方米，成效显著。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姜鸿丽）
“毛冠鹿伤情很严重， 希望它能好起
来。” 常德动物医生陈文化对重伤毛冠
鹿很挂心。 今天， 他救助的重伤野生毛
冠鹿已经由鼎城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和
鼎城区森林公安局黄土店的负责人， 送
到了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治。

陈文化在鼎城区花溪路经营一家动

物诊所。 5月4日晚11时许， 一对李姓夫
妇在澧县境内的高速公路捡到一只被撞
伤的毛冠鹿， 送到了陈文化的诊所。 这
只毛冠鹿重13公斤， 青色， 已无法站
立， 生命垂危。 陈文化连夜救治， 通过
B超检查发现， 毛冠鹿的两条后肢、 盆
骨和腰椎都粉碎性骨折。 由于腰椎骨折
部分不能操作实施， 陈文化这两天对毛

冠鹿的伤口进行了止血止疼、 抗炎等处
理， 并积极寻求林业部门的帮助和支
持。

鼎城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李运
凯告诉记者， 这只毛冠鹿属于青麂类，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湖南省境内主要
在娄底、 怀化和张家界境内常见， 初步
分析这只毛冠鹿是从张家界跑过来的。
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正在给毛冠鹿消炎
止疼。

好家风进万家
双峰启动优秀家教家风宣讲

志愿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威群）“我们
要争做‘品质家规’的制定者、‘优秀家教’的传承者、‘良好家
风’的践行者。”5月4日，在双峰县优秀家教家风宣讲志愿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上， 该县各单位团支部书记共同发出优秀家教
家风倡议书，争做国藩故里良好家风的宣讲人、传承人。

双峰县是晚清重臣曾国藩、 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的故
乡。 一直以来，他们良好的家教家风就广受赞誉。 为传承和弘
扬好曾国藩、蔡和森等人的良好家教家风，5月至12月，双峰县
各级团组织将采取志愿宣讲、主题征文等形式，让好家风进千
家万户，力争人人会讲双峰故事，讲好双峰故事。

农村建房怎么规范
靖州邀请农民来“听证”

湖南日报5月6日讯(雷鸿涛 刘杰华 黄万斌)“现在，农民建
房手续很繁琐， 要盖七八个章”“农民办理报建手续没有明
确的指引，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我们不清楚”……
5月2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就《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
(试行）》举办听证会，除按规定邀请相关代表外，还请来了
一些自行报名的“听证员”，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对《办法》一
些条款提出了意见、建议。

近年来，农村建房存在布局零乱、未批先建、少批多占、
批新不拆旧等现象。 为此，靖州有关部门多次到基层调研，
对农民住宅情况进行摸底，在听取群众呼声的基础上，拿出
了《办法》草案。《办法》规定，村民建房应严格遵循“先规划，
后建设”原则。《办法》还对建房条件、标准等作了规范，着力
督促村民依法依规有序建房。

下一步，靖州将对听证会代表及“听证员”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梳理和研究，修改完善《办法》，报县政府批准实施。

临武龙须草席
焕发新生命力

5月3日， 临武县舜峰镇
杜家村， 龙须草席技艺传承
人胡晓琴（左二）手把手教授
妇女编织技艺。 临武龙须草
席有600多年的历史，2014
年被列入郴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近年来，胡晓琴
成立龙须草席编织公司，免
费开办龙须草席编艺培训
班。 在她的带动下，该县300
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常德市民救助重伤毛冠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6日

第 2018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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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1040 372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9 173 184937

9 8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6日 第201805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0236291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4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213527
3 1803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60
6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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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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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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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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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重绘“世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