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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肖畅 王源远）近日，湘乡经开区干部李文恒
又拿着资料走访贫困户了。“党建领航，就
是要把党旗插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 走出
农业发展新路子，鼓实农民手中钱袋子，让
基层党建焕发崭新活力!” 这是他挂职湘乡
市泉塘镇花西村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帮助
队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来， 最常说
的一句话。

近年来，湘乡市大力实施“党建领航工
程”， 将抓党建这个最大政绩与抓脱贫助力
乡村振兴这个最大任务紧紧结合在一起。出
台《湘乡市精准脱贫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
构建脱贫攻坚政策体系；选拔6名“90后”年

轻干部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设立乡镇党建
站；向省定贫困村、基础薄弱村派出61支农
业农村基本现代化帮助队，其余283个村(社
区) 派出第一书记全覆盖，1000多名乡镇干
部包村包户。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020.5
万元，整合农业、林业各类涉农项目资金近3
亿元，用于支持27个省定贫困村建设和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舞“龙头”， 助力脱贫攻坚是基础；重
“造血”，发展集体经济是关键。湘乡市实施
党组织书记“领头雁”工程，培养35名“十佳
百好书记”， 选拔356名致富能人进入村支
两委班子。通过土地流转、参股分红、吸纳就
业、承包经营等方式，引导村级党组织创办

领办专业合作社55个， 组建产业党支部23
个，扶持建立产业基地37个，组织引导党员
示范带动3000户困难群众发展致富产业。

同时，制定《关于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实施方案》，每年安排218万元专项经费
实行以奖代投，各地制定“一村一策”发展策
略，盘活资源。如今，湘乡市的农村经济在党
建领航下“遍地开花”：万新村流转土地1500
多亩，农户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流转租金与入
股分红，还可以得到务工薪金；联盟村、小车
村等35个村把闲置矿产、林木、水域等资源
盘活，增加集体收入……目前，全市年集体
经济收入4万元以上的村有128个， 没有无
经营收入的村。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今天，在隆回县工业
集中区，今年3月投产的湖南盛世丰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放弃节日休息在加紧生产。
在金银花深加工上拥有两项国家专利的该
公司每年可加工3000吨金银花，年创产值
5亿元，有力地推动金银花产业蓬勃发展。

在隆回县，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
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去年，该
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1.9亿元、 财政收入
12.1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52.3亿元，比上
年分别增长8.5%、9.7%、8.5%。今年前4个月
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6%。

近年来，隆回县依托产业项目，着力推
进新型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该县精心谋划，立足当地特色农产品以
及风力、旅游等资源优势，大力引进带动性
强、关联度大、附加值高、辐射力广的产业项
目，逐步形成新能源、轻工制造、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集群。去年，
该县筛选重点建设项目105个， 引进产业项
目46个，其中缤纷天地商业广场、桃源古镇、
魏源文化创意园、惠电科技等11个产业项目
投资上亿元，实现年度投资77.8亿元。

为了让产业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做得
好，隆回县着力提高服务效能。县里出台了

“政府性投资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等，改革
重点产业项目管理机制，实行“3+X”管理模
式，即成立环境保障、征地拆迁、巡察考核3
个领导小组，并将建设项目进行分类组合，
组建23个项目建设指挥部， 着力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用地、用水、用电、用工等一系
列难题。

隆回县还大力支持投产项目通过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的， 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去
年，该县福鸿工艺、凯迪生物等9家企业获得
高新技术认证，京能新能源进入省政府采购
两型产品目录名单。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 ）“画图曾识零陵
郡，今日方知画不如……”今天是端午节，
在一群身着传统服饰的幼童朗朗吟诵声
中， 历经一年零九个月保护性开发的千古
名城———零陵古城重现古风神韵， 正式开
街迎客。

千古一城盛世开，八方游客慕名来。当
日，芳草如茵，古音萦绕的零陵古城内，人
头攒动、游客如织。漫步古城，只见处处透
露古朴雅致。细细品赏古城文脉的厚蕴、商
道的繁华、建筑群的神韵，仿佛穿越千年时
光，与古人对话。古城里还汇聚有民俗生活
体验、特色餐饮、滨水民宿、特色策展、文创

空间等多种业态。
据悉，永州目前正全力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市。 零陵古城项目作为永州旅
游的龙头， 于2016年9月正式投入建设，
被列入湖南省“十三五”重点工程、永州
市文旅一号工程，项目总投资70亿元。零
陵区举全区之力推动支持项目建设，目
前，累计完成投资34.4亿元，建成面积达
5万多平方米，215家商铺全部入驻，入驻
率100%。

端午小长假， 零陵古城举办古城开街
仪式、民俗巡游活动、市井民俗杂耍、非遗
民俗街头体验活动等系列文旅活动， 共接
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一论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舞“龙头” 重“造血”

湘乡“党建领航”盘活农村经济

隆回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形成新能源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端午假期，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旅游活动，
游客体验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和丰富多彩的
旅游文化生活。 据省旅发委统计， 端午假
期，我省共接待游客1502.9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97.27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1%和19.39%。

“旅游+文化”，成为端午假期最吸引
人的玩法。长沙市浏阳河风光带、浏阳官渡
镇、凤凰古城、花垣茶峒、岳阳汨罗、新化资
江河畔等地龙舟赛事热火朝天。张家界、韶
山、 宁乡炭河古城等地的演艺节目持续受
到游客青睐。

露营地市场需求旺盛。假日期间，郴州
仰天湖、邵阳武冈云山、怀化溆浦穿岩山、
岳阳幕阜山和洋沙湖等自驾车房车营地吸
引了大量来自广东、四川、浙江等省市的自
驾游客。 郴州的自驾游客占接待游客总量

的70%以上， 资兴市雄鹰体育休闲户外营
地日均接待游客超800人次。

乡村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大湘西文化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上，500余家
特色民宿、家庭旅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张家
界“五号山谷”等一批特色高端民宿入住率
达100%。据测算，全省1233家星级乡村旅
游区（点），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92.32万人
次，约占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的20%。

据悉，我省加强旅游市场推广，策划推
出系列旅游惠民措施和市场营销活动，提
升了“锦绣潇湘”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影
响力。假日期间，武陵源、黄龙洞、宝峰
湖、洪江古商城、紫鹊界等景区推出免门
票游景区等一系列旅游惠民活动， 激发
了广大游客的出游愿望。 纳入全省监测的
131个景区接待游客382.12万人次， 同比
增长逾40%。

“锦绣潇湘”端午假期游兴浓
全省共接待游客1502.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7.27亿元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端午小长假今天顺利收官。 记者从张家界
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委员会了解到，3天小长
假，张家界共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7.1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3%、
15%。

端午假期，张家界旅游备受游客青睐。
在武陵源核心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宝峰湖、黄龙洞等景区，向全国高考考生推
出免费政策，深挖毕业季旅游市场，游客明
显增多。 其中， 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游客
72522人次。天门山景区、张家界大峡谷不
断推出新产品和开展系列营销活动， 热度
不减。其中，天门山购票进景区游客51580

人，同比增长25.16%；大峡谷购票进景区
游客68162人，同比增长49.48%。

端午节前， 张家界西线旅游景区开门
迎客，为游客提供了新选择，成为本次节日
旅游接待新亮点。在九天峰恋景区，游客感
受了浪漫动人的九天玄女爱情故事， 欣赏
喀斯特溶洞景观的美妙神奇和美轮美奂的
3D灯光秀。

此外， 美丽乡村、 农家乐等依然具有
较高人气，围绕端午主题，主打户外游、亲
子游、家庭游，在马儿山、禾田居、洪家关美
丽乡村等景区，大家一起包粽子、观民俗、
体验农家生活，满足不同需求游客，营造了
良好的假日旅游氛围。

张家界迎客超160万人次

零陵古城开街迎客
重现千古名城神韵，小长假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丹霞美景
入画来
6月18日， 郴州市

安仁县渡口乡石冲村，
青山绿水与丹霞奇景
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
田园画卷。

贺茂峰 摄

生态美迈向“生态+”
———怀化生态创新融合发展纪实

晨风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杜甫这句1000多年以前心系苍生的锥
心之问， 也是今天很多老百姓最牵肠挂肚
的事， 理应成为一个地方念兹在兹的执政
追求。

住有所居是安居乐业的起点， 是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
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持续发展，改善了
千万家庭的住房条件， 有力促进了经济社
会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开始显
现，尤其伴随房地产的高歌猛进，一些一线
城市和沿海城市的房价飙升不止， 工薪阶
层只能“望房兴叹”。高房价的出现，“宁炒
一座楼、不开一家厂”的盛行，在导致大量
资金“脱实向虚”加剧泡沫的同时，助长了
浮躁的社会心态。

多年来，长沙的房地产市场一直保持
稳定发展 ，房价总体理性可控 ，提升了长
沙的幸福指数 。但近来 ，长沙房地产市场
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 房价特别是二手
房价格上涨过快 ，炒房客来势汹汹 ，出现
了开发商捂盘惜售 、 中介投机违规等市
场乱象 ，真正的刚需者排队难 、中签难 、
买房难……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
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一句再通俗不过的
话，道出了住房的根本属性，道出了广大老
百姓的心声， 也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住房既具有商品属性
和经济功能，更具有民生属性和社会功能。
如果过分强调前者， 房地产正常的供需关
系就会被扭曲， 进而偏离解决人民居住需
求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方向。 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牢牢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定位， 防止经济
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业， 让住房真正回归
居住本性。

山水洲城，宜居宜业。长沙作为中部城
市，既不沿边，又不靠海，近年来为何各类
青年才俊竞相涌入、新兴产业相继落户、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一位企业家给出的
答案简单直白：因为在长沙“买得起房子、
娶得到妻子、养得好孩子”。

城市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目
前，国内人才争夺战狼烟四起，很多地方纷
纷推出优先落户、提供创业资金支持、放宽
职称评定条件等“人才新政”。一个地方要
想真正留住人才，必须保持房地产的健康
发展 ，实现房价的基本稳定 。一座被房价
绑架的城市 ，四处 “抢人 ”又有何用 ？万千
优秀人才，如果居不易、望房愁，又怎能把
心留住？

通过房价洼地， 打造人才高地。“人才
新政”问题，我们不去赶热闹，也不去图花
哨，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定力，扎扎实实做
好稳房价、优安居的工作，让人才真正触摸
到长沙这座城市的温度、 感受到来长沙发
展的温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员干部还
存在模糊认识， 或认为高房价是刚需过旺
的正常表现， 或认为房价应完全由市场调
节， 或认为房价不高与城市的综合实力不
相匹配，等等。真正实现城市的健康发展，
就要解开这些思想认识上的“结”。长沙的
房价稳住了，社会和谐、城市宜居，就会产
生吸引人才的“磁场”。

长沙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不能成
为投机者的乐园；要成为创业者的乐土，不
能成为投机者的福地。我们一定要从关心
百姓福祉 、关乎长远发展的高度 ，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房子是用来住
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个定位 ，对故意捂
盘惜售 、妄图浑水摸鱼混淆视听 、制造恐
慌情绪的 ，要采取法律的 、经济的 、行政
的手段予以坚决整治 ， 确保长沙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确保房价稳定在合
理区间 。只有这样 ，长沙市民才会有持久
的 、稳稳的幸福感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才会如约而至。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怀化，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是生态，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70.83%， 为全国九大生态良
好区域之一，是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但生态美不等于发展优。 全市13个县市
区曾都是贫困地区，长期以来，这一方百姓守
着绿水青山过着穷日子。

难题如何破解？实现生态美、产业绿、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

坚持“两山”论，实施“生态+”，怀化探索
走生态创新融合发展之路，构建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 打开了一条从
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全市3个
县、市、区脱贫摘帽。今年4月，该市迈入了“全

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的行列。
端午时节，穿行怀化看新绿，看到的是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路、信心、定力与
智慧。

地里“长”出旅游来
这个端午节， 怀化市民有了一个观光休

闲的好去处。
6月16日，位于怀化城郊的怀化九丰现代

农博园正式开园。 智能观光大棚、 海洋科技
馆、冰雕乐园等设施，让市民耳目一新。

“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文旅融合。”
怀化市九丰现代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宗
清介绍，占地1000亩，总投资5.8亿元的农博
园一期工程包括农业科技展示区、绿色果蔬

栽培区、生态休闲体验区、蓝色海洋创意区、
北国风光展示区、 综合管理服务区六大板
块。

然而，“九丰” 却显示出更大的雄心，当
天， 在农博园举行的怀化市生态创新融合发
展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上，18个生态产业项
目签约落地，总投资123亿元。“九丰”分别与
怀化市、怀化市鹤城区签下订单农业项目、九
丰现代农博园二期、 黄岩生态旅游康养特色
小镇共3个项目，总投资达47亿元。

“九丰”对接“一带一路”，总投资11亿元
的订单农业项目， 通过即将在怀化开通的中
欧班列，每年为俄罗斯提供3亿元的西红柿等
优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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