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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实习记者 陈阳 通讯员 文芳 周奕端

“千里平川，一山独秀。”7月9日上午，记
者穿过广阔的洞庭平原， 来到湘鄂边界安乡
县黄山，亲身领略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黄山海拔仅260多米，是安乡境内唯一的
山，也是方圆百里最高的山。登顶眺望，安乡
县城及毗邻的湖北石首县城一览无余。 蜿蜒
的虎渡河像条巨龙，浩浩汤汤直奔洞庭而去。

安乡县黄山头镇与湖北公安县黄山头镇
因共傍一山(黄山)而共用一名，两镇共一街，
共依一水(虎渡河)，共用城镇基础设施……诸
多“共享”，湘鄂边界独此一处。

街市位于山与河之间，商旅云集。两镇发
展默契，北边以商贸为主，南边即安乡黄山头
镇这边，餐馆酒楼鳞次栉比。到了就餐时间，
整条街道人群往南边涌动，品尝湘菜美味。

不远处，是安乡黄山头镇新建的“古镇”，古
色古香，有吃有玩，还可品茶听书看戏，十分热
闹。9日中午，“友谊评书馆”里，艺人用澧州大鼓
说了一段明朝故事“金龙剑”，现场100余把竹椅
座无虚席，艺人讲得神采飞扬，听众听得津津有
味。老板娘王文珍最为开心，忙着给客人添茶送
水。这样的繁华场景，在黄山头镇随处可见。

2014年， 我省启动省际边界口子镇发展

专项建设，安乡黄山头镇为重点镇，连续2年
获得省发改委共计1000万元项目资金， 是当
时获扶持力度最大的口子镇。常德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来到黄山脚下， 调度部署小镇建
设。安乡县倾力支持，利用当地区位优势，加
快将黄山头镇建成边贸旅游特色镇。

“仅2015年，黄山头镇建设就投入3220万
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400万元，安乡县整合
资金2500万元，镇里自筹320万元。”安乡县发
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年黄山头镇迎来历
史巨变，镇上500余户居民楼实施魏晋风格立
面改造，屋面、路灯、牌楼及街景焕然一新，建
成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街、商业特产街、特色
文化街、古玩一条街。2015年9月，全省口子镇
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黄山头镇举行， 该镇建设
获得一致好评。

安乡黄山头镇党委书记周成说， 按魏晋
风格打造古镇并非突发奇想。早在1991年，考
古专家在这里发掘出西晋名将刘弘墓， 系当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多件文物，黄
山头名噪一时。于是，黄山头镇在口子镇建设
中，对魏晋元素加以利用。

同时，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线
路。“一山跨两省”的黄山有8景，其中大部分
景点在安乡境内。 冲凤峪划船、 龟山水库听
雨、 明堂湖观白鹭……改扩建的旅游公路将

这些景点串联起来。驱车在平坦的沥青路上，
闻两岸稻花飘香，见白鹭翩翩起舞，山上成片
成片竹林杉树美如梦境，让人心旷神怡。

古镇从无到有，景点不断增多，交通等设
施不断完善，吸引大批人前来经商、观光，带
旺特色食品产业及餐饮业，皮蛋、盐蛋、板鸭
以及黄山“十大名菜” 等老品牌深受客人喜
爱。 以海佳食品厂为龙头的“黄山板鸭”特色
产业发展很快，企业年创产值2000多万元，带
动200多户农户增收。去年，“黄山板鸭”成功
打入深圳及上海市场。

镇里苗木花卉产业也初具规模， 年产值
超过1000万元。

本地长大的木雕艺人潘能辉将其木雕艺
术工作室从城里搬回镇里，生意兴隆。日前，
他创作的一幅百骏图卖了350万元。 现在，他
正在一块巨型阴沉木上雕刻八仙图。

目前，安乡黄山头镇建成4个小区，集镇
面积达到0.8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达1.8万人，
成为安乡“第一镇”。最近3年，该镇又投入资
金建成污水处理厂、医院和学校；投资3亿多
元新建的自来水厂年内可投用，能供应周边5
镇20多万人用水。

数据显示，去年，安乡黄山头镇人均纯收
入从2014年9000多元增加到1.3万多元。去年
10月，该镇还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名片】
舒清菊，艺名舒清，1992年出生于溆浦县

思蒙镇。她能歌善舞，曾获得2010年“新上海人
歌手大赛”前十强最佳潜质奖；2015年，发行个
人首支单曲《思蒙恋》，在中央电视台《精彩星
之梦》栏目播出；同年，发行有《秋蝶》《相思泪》
等中国风歌曲；2016年10月,合唱的《白发伤》
《最美的时光》等武侠中国风歌曲走红网络。

【故事】
“屈子行吟的那条渔船，就泊在江边风

雨不改，你是我今生不变的依恋。青山绿水
丹峰水照影，那白鹭惊飞的诗句，是谁守住
悠悠千年。都说溆水是月老的线，和你共赴
灿烂季节……”歌声宛转如黄莺，舞姿轻盈
如飞燕，手机视频中，这位放声高歌的年轻
女歌手令人过目难忘。

她叫舒清，来自湖南省溆浦县思蒙镇。
视频播放的，是不久前她在中央电视台《精
彩星之梦》节目录制现场演唱的画面。

“思蒙是生我育我的地方，风景也特别
美。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我的歌来了解
家乡。这首《思蒙恋》是一首原创歌曲，尽管
它的传唱度远远比不上我之前唱过的那些
歌，但是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我依然愿意
选择唱这首歌来歌颂我的家乡， 唱出我的
心声。”舒清的歌声，婉转而清亮，犹如潺潺

流水般动人心弦，在她情意绵绵的歌声里，
唱出了她对家乡的深深依恋。

近年来， 舒清的不少作品在微信被广
为转发，在家乡，她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
歌手。 她拥有着甜美的嗓音和清新脱俗的
外表，曾获得2010年“新上海人歌手大赛”
前十强最佳潜质奖。

从小就能歌善舞的她， 只要一站上舞
台，表情就会变得特别丰富。不少教过她的
老师认为，她是个能歌善舞的人才，鼓励她
走艺术这条路。

原以为生活会像童话般一帆风顺，变
故却在她读高二的那年意外降临。 本来家
里条件还不错的她，因父亲赌博，输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 欠下了沉重的债务。 高三
时，原本就读心仪学校的她，因交不起高昂
的学费，无奈放弃了原来的学校，转学去了
一所学费便宜许多的学校。

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倔强的她，没有向
命运的捉弄屈服。 热爱唱歌的她没有放弃
自己的梦想。通过努力，她考上了大学。大
学期间， 表现优异的她多次在系里担任晚
会主持人， 不仅被评为大学生形象大使最
佳十强， 还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青春赛歌
会，取得了全市第三名的好成绩。

大学毕业后，舒清选择在上海发展。一
个女孩子独自在外打拼，十分不易。她依然
坚守自己的音乐梦想，从未放弃。2011年，
她参加湖南卫视《快乐女生》，顺利进入杭
州赛区50强；2013年， 她被选中参加了湖
南卫视《我们约会吧》 女嘉宾录制；2015
年， 她在上海开办了一家音乐舞蹈培训学
校，用自己的努力回报年迈的父母。

“我经历过许多失败。为了成为一个歌
手，我做过许多努力。我参加过许多歌唱比
赛，拿过不少奖，见过许多专业人士，渐渐
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 怎样成为一个成
功的歌手。”舒清说，为了梦想，她永不言败，
一路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片音乐的天空。

这些天，舒清多次奔波在上海和怀化的
往返高铁上。回到家乡取景，把家乡的美景
拍进自己的MV，舒清的心里感到很充实。

一个小姑娘，坐着高铁，北上南下，想
到家乡的小河、灌木丛、篝火点点，想到家
乡的亲人，舒清哼起了欢愉的小曲。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罗舜爱 石婧仪） 7月1日至15日是我
省税务机构改革后的首个征期，今天是首个
征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截至17时，改革后
的首个征期内，全省金税三期系统共办理税
务登记、申报征收等各类业务166.65万笔，办
税时间较改革前平均提速30%以上。

“办税效率大大提高，纳税人省时、省
力。”7月12日，湘潭诚辉电
子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段慧
在湘潭市岳塘区办税厅办
理完涉税业务后， 在办税
服务日志上“点赞”。

6月15日、7月5日，我
省省级、 市州级税务局相
继挂牌成立， 全省税务机
构改革稳步推进。 新成立
的省级、 市州级税务局完
善合并后的纳税服务和税
收征管工作方案； 通过办
税服务厅音视频管理平
台， 对各地办税服务厅的

办税秩序、办税效率进行考查提醒。全面推
行涉税事项“一厅通办”“一网通办”“主附
税附加税一次办”等服务，确保办税服务快
速高效。

我省新税务机构将继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清单，持续推
进审批权瘦身，清理简并各项检查，最大程
度方便纳税人办税。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汤研科 周亚平）今天，备受关注的潭衡西
高速公路（S61湘潭至衡阳西线）收费权网络
司法拍卖结束，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106.24亿元的报价成交， 创全国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历史新高。

2015年6月，衡南县人民法院根据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指令， 立案执行申请人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泰邦基建
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潭衡高速公路开发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生效调解书确
认被执行人需偿还申请人本息逾7亿元。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泰邦
基建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潭衡高速公路开发
有限公司对外尚欠金融机构借款和民工工
资、工程款等各类债务本息超过100亿元（其
中质押借款本金70余亿元），两被执行人无其
他财产可供本案执行。基于此，衡南县人民法
院依法决定对潭衡西高速公路收费权进行整
体拍卖。

今年6月26日，衡南县人民法院在前期第
一次以评估价132.8亿元挂网拍卖， 无人应价
导致流拍后，依法启动第二次网络拍卖。

走笔边界口子镇 平川独秀黄山头 舒清：
用歌声去拥抱家乡

税务机构改革后办税时间
平均提速30%以上

首个征期全省共办理各类涉税业务166.65万笔

7月12日，新田县龙泉
镇小岗村富硒草本咖啡种
植基地，村民在采摘咖啡。
去年， 新田县引进富硒草
本咖啡进行种植，目前，已
在 4个乡镇流转土地近
1600亩， 建成富硒草本咖
啡种植标准示范基地，解
决贫困村民800多人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乐国辉 摄影报道

富硒草本咖啡
助力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陈淦璋）长沙
楼市调控加码升级后的首宗“双限地”，于今
天上午挂牌截止时触及最高限价而“熔断”。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今日公告，
[2018] 长沙市040号地块达到最高限价13.13
亿元，将择日摇号产生竞得者。该宗地限定住

宅最高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9200元（不含精
装修价格）。

位于开福区北 、 月亮岛大桥附近的
[2018] 长沙市 040号地块 ， 出让面积为
86905.04平方米（约130亩）， 规划用途为
商、 住用地， 挂牌起始价为119364万元，最

高限价为131300万元。根据要求，该宗地要
按住建、规划等职能部门提出的装配式技术
建造、精装修、海绵城市设计要求等依据相
关文件执行。

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显示，在
今天上午10时挂牌截止前，该宗地共有7家开
发商出价。此后经多轮竞价，该宗地于10时08
分达到最高限价131300万元，遭遇“熔断”，楼
面地价为每平方米5200元。

根据规定， 该宗地将于本月23日在长沙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摇号产生竞得者。

长沙楼市调控后首宗“双限地”遭熔断
住宅限价每平方米9200元，位于月亮岛大桥附近

潭衡西高速公路收费权成交价106.24亿元
创全国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历史新高

舒清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