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肖洋桂 实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文芳 黄伟）今晚，安乡第二届荷花节暨荷塘音乐
节开幕，万亩荷花给游客带来美景、美食，还送来习习凉
风。5000余名游客在广阔的荷花塘畔观看世界杯决赛，
与世界同欢。

节会活动将持续1个月，期间，除表演丰富的文艺节
目外，还将举行音乐节、吃龙虾比赛、帐篷露营活动。

近年来，安乡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整合资源，
加大投入， 各具特色的味觉仙桃农业园、 官保城郊休闲
园、梅家洲红色梅公园、会子庙水生植物园、汤家岗源种
稻作园纷纷建成。同时，以稻虾为主的“稻田+”发展到8
万亩，以莲鳅为主的“荷田+”发展到8万亩，呈现迅速增
长趋势。全县形成30万亩稻虾、30万亩水产、30万亩水生
特色蔬菜产业，乡村旅游集聚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特色
旅游小镇、专业旅游特色村协调互动，初步建成。

万亩荷花送清凉
安乡第二届荷花节开幕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陈琪）目前，湘菜正在步入产业
化，但做大做强还任重道远。这是长沙
商贸旅游职院近日举行的首届院长“说
产业”竞赛中，湘菜学院院长谢军提出
的观点。

在谢军看来，作为八大菜系之一，湘
菜正在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即以湘菜餐
饮业为龙头， 带动种植养殖、 食品加工
（调辅料、预制菜等）、物流配送、零售等
关联产业发展。但与别的菜系比，湘菜还
面临品牌放大、品质提升、文化认同等诸
多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是做大做强
湘菜产业不可跨越的门槛。

据悉，院长“说产业”竞赛，目的在于
通过活动引导，让院长开门办职业教育，
把目光放在社会热点上， 放在产业发展
上。重点关注当下产业现状与趋势、产业
人才需求、典型企业剖析等。竞赛采取现
场说产业和答辩的方式进行，7位二级学
院院长做精彩展示。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马树
超教授，对活动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竞赛
是一次探索性、创造性活动，在全国职业
教育中尚属首次， 是对职业教育办学规
律的深刻把握， 抓住了职业教育办学的
本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值得借鉴推广
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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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宁奎）
“天子山巅，琴声回响。”今天，黄龙音乐
季组委会发布消息：8月5日，一名琴童将
奏响架设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天子山峰
林之顶的钢琴，拉开以“希望的田野”为
主题的2018黄龙音乐季大幕。

届时， 在黄龙洞景区哈利路亚音乐
厅绿色屋顶，90台钢琴合奏将开启钢琴
艺术周序幕。期间，跨世纪的钢琴演奏、
趣味大师班、钢琴夏令营、钢琴比赛等系
列音乐交流活动持续至8月10日；8月13
日至19日举办国际声乐艺术周，声乐艺
术三人谈、民间奇嗓、声乐大师班、峰林
放歌、 声乐比赛等音乐交流活动轮番上
场；8月23日至30日， 来自全球5大洲及
全国34个省(区、市)的合唱团，将在国际
合唱艺术周上共同唱响和平之歌、 友爱
之歌、快乐之歌。

黄龙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一年举
办一届， 是目前国内最具观赏性的大型
音乐展演、比赛、交流活动。今年音乐季，
观众除了能够欣赏到溶洞交响音乐会、
屋顶钢琴音乐会、稻田合唱音乐会、峰林
民歌会等音乐演绎奇迹之外， 还能近距
离接触国内外顶尖音乐家， 感受世界级
的音乐风采。

7月13日，新田县食用菌产业园湖南远鸿食用菌业恒温智能大棚内，工人在培养食用菌。该产业园总面积130亩，总投资约1.5亿元。
目前，已建成食用菌生产工厂和恒温智能大棚、年产5000万全自动菌包生产线三条并试投产。该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预计达4亿元
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乐国辉 摄影报道

食用菌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绝版风景
天籁之音
8月5日，2018黄龙

音乐季震撼登场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徐恩）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岳阳市近日出
台9条措施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在今天召开的岳
阳市企业家大会上， 这一举措获得200多名与会企业家
点赞。“这9条措施都很实在，我们企业就是需要这样的干
货，以后办事会更便捷高效，成本会更低。”湖南省华文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说。

今年以来，岳阳市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
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推动，变企业
“找上来”为干部“走下去”，一改过去多名领导联系一个
产业为一名领导联系一个项目，实行33名市级领导“一
对一”联系帮扶重大产业项目。岳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
绍，市本级1178项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的政务服务事
项，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年内
实现990项“最多跑一次”、限时办结，120项“一次都不
跑”、限时办结，68项一次不能办理完成的事项优化流程、
减少环节、限时办结。

岳阳市委市政府建立常态化的督查问责机制，成
立督查问责工作组， 负责对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及
时查处。

岳阳9条措施服务企业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王文)7月14日，长沙市住
建委发布通报，决定将长沙天健地产列入失信“黑名单”。

7月10日， 天健芙蓉盛世花园三期项目在开盘认筹
活动中，由于管控不力、组织不严，出现了市民较长时间
排队现象，发生了保安人员与认筹客户言语、肢体冲突事
件。长沙市住建委发布的通报指出，鉴于该项目在全市推
进“反炒房”工作的重要时期出现上述问题，对维护长沙
市房地产市场秩序和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造成了不
良影响，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将天健芙蓉盛世花园三期项
目开发企业长沙天健地产列入失信“黑名单”，并纳入重
点监管范围，取消长沙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
年度行业所有评先评优资格；同时，由开福区政府约谈长
沙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进一步加强
对楼盘销售监管。

长沙天健地产
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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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龙银波）7月10
日， 隆回县岩口镇长溪村贫困户谢爱群
来到黄豆地里除草。去年，他家种了4亩
黄豆，亩产150公斤，公司上门收购，保
底价每公斤7元， 县里每亩补贴400元，
一季黄豆收入5800元。今年，他家种了5
亩黄豆，预计可收入7500元，加上其他
收入，全家年收入可达2.4万元，脱贫没
问题。

隆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也是农业

大县。该县农业资源丰富，有金银花、百
合、玉竹等特色农业产业。近年来，该县
深入挖掘农业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去年，
全县有64个贫困村出列，9000多户贫困
户3.7万余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7.6%。

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 隆回县因
地制宜， 在高寒山区种植金银花、 猕猴
桃、马铃薯、高山萝卜等，在气候温和地
区发展辣椒、百合、黄豆、玉竹、优质稻、

红皮大蒜等，建成了金银花、优质水稻、辣
椒育苗、油菜、生态农场、百合等农业产业
基地，形成了“县有扶贫支柱产业，村有扶
贫主导产业，户有增收致富项目”的产业扶
贫新格局。

同时， 隆回县发挥军杰食品、 百山农
业、 宝庆龙牙百合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
作用， 并由农村致富带头人牵头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社，采取“企业+合作社+扶贫资
金+农户”的模式，帮助贫困户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让贫困户通过“土地收租金、入股

分红利、 家门口就业” 实现多渠道稳定增
收。近年来，该县共投入特色农业产业扶持
资金3.88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923个，
全县209个贫困村都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惠及贫困群众8.6万人。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黄妙）7月6日，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
田坪村村民老颜，通过微信平台投诉周边
采石场扰民问题。信息提交后，杉山镇分管
干部很快收到提示，即刻组织调查办理。结
合“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娄星区创新
投诉服务机制，让便民信访“活起来”。

今年以来， 娄星区把网上信访投诉
和便民服务相结合，作为“只跑一次”“有
事请找我”机制的有效延伸。将12345市

长热线、问政湖南、市长信箱、区长信箱
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融为一体， 开发
出“智慧”服务平台，消除跨平台、跨部
门、跨区域所带来的壁垒。把过去需要一
周才能答复、办理、处置的投诉举报和服
务求助等事项，缩短至“即刻办理”。群众
足不出户，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把信息和
诉求直接传递到主管部门和办理人员手
中，并能实时了解办理情况。

娄星区建立提醒交办和督促办结制

度， 组织全市60个重点部门的主要责任
人，成立交办服务工作组，按照“统一交复、
统一接受、及时分类、按责转办”的运行方
式，提高办理效率。同时，根据事项的紧急
程度，要求特急事项在3小时内办结，紧急
事项在12小时内办结，一般事项在24小时
内办结；对于情况复杂、需要协调处理的，
直接传递至区领导批阅， 便于组织相关部
门协调处理。对于办理不及时等问题，按照
“黄牌”“红牌”予以警示督办。

娄星区还将网信办理工作列入全区
“五项竞赛”和“十项评比”之中，列入干部
职工绩效考核范围， 对办理情况进行打分
排名；构建群众测评打分体系，办理情况由
群众打分测评，每月集中讲评；建立协调联
动机制，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解决和
协调办理重点、难点问题。

该平台自6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各类
投诉和服务请求153件，回复率、办结率均
达100%，群众满意度达98.7%。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滕珊珊

相约大溪， 拥抱自然。7月14日，麻
阳大溪黄桃采摘节在和平溪乡大溪村举
行，数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摘黄桃，品黄
桃，赏歌舞，体验丰收乐趣。

精彩的文艺汇演拉开采摘节的帷
幕， 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个节目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走进大溪村黄桃
园，只见黄桃树上金灿灿的一片，树枝都

被黄桃压弯了“腰”，随风飘来阵阵果香。
“黄桃翠香可口，品质极佳”“快看，

这个黄桃起码有半斤”……山坡上，不时
有游客惊叹声、赞扬声、欢笑声，桃园变
成了欢乐的海洋。“品尝到了黄桃的醇香
美味，享受了一次采摘的乐趣，体验了乡
村游的快乐。”长沙游客周琪说，烈日当
空，虽大汗淋漓，但兴致不减。

在果园里， 村党支部书记高林热情
地向记者打招呼。他介绍，村民朱永祥等
投资成立了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黄桃

园有1200余亩，今年初期挂果，产量达6万
公斤。

“依托采摘节，助推黄桃销售，带动村
民脱贫致富。”高林说，2017年，该村采取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的模式， 与全村
101户贫困户393人签订《产业扶贫帮扶协
议》，共同开发黄桃种植，走产业脱贫之路。
当天，溆浦、芷江等地5家客商与合作社签
订了2.5万公斤黄桃销售协议。

“种下黄桃，收获‘黄金’。”高林高兴地
算起收入账， 该村已接到了3万多公斤黄
桃的订单，每公斤售价20元。今天又签订
销售协议2.5万公斤， 黄桃销售势头正旺。
今年该村可实现59户239人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熊烨
关杨博）近日，武冈市颁布《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
法》，通过设立旅游产业专项资金，对推动武冈旅游业发展
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扶持和奖励，最高奖金额可达200万元。

武冈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独特。近年来，该市强
力实施“旅游活市”战略，加快发展全域旅游。今年上半
年，共接待游客1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5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42.5%、47.8%。

在这次出台的扶持奖励办法中， 武冈设立了8项奖
项，重点扶持奖励对武冈旅游市场开拓、旅游项目建设、
乡村旅游发展、 旅游商品研发等有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鼓励旅行社积极推介营销武冈旅游线路，鼓励外来企
业到武冈投资旅游项目，鼓励各乡镇发展乡村旅游。

特色产业让农户“富起来”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923个，惠及贫困群众8.6万人

隆
回

把网上信访投诉和便民服务相结合

指间平台让信访“活起来”
娄
星
区

院长“说产业”
“高度”不一般
引导职业教育开门办学

武冈扶持奖励
发展旅游产业

“种下黄桃，收获‘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