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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邓道理 李鑫）天子山上、金鞭溪畔、
黄龙洞中、宝峰湖里、溪布街头，游客络绎
不绝。8月下旬，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
陵源旅游接待持续火爆，暑期旅游呈全线
飘红态势。 数据显示：7月1日至8月31日，
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一次进山游客
124.55万人，同比增长11.17%，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武陵源围绕做精做美全域
旅游，不断丰富旅游产品。 做好“旅游+文
化”“旅游+体育”等文章，借助暑期在武

陵源举行全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青年锦标
赛、2018黄龙音乐季等文化体育活动，吸
引游客旅游观光；在五号山谷、回家的孩
子等高端民宿的基础上， 推出水湧金江、
水木潇湘等乡村旅游度假新产品，为武陵
源自然遗产山水增添了新的文化魅力。据
业内测算，8月份仅黄龙音乐季活动，至少
吸引10万名游客前来旅行。

同时，武陵源创新旅游营销。 借助武陵
源风光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湖南卫视
《汉语桥》《我家那小子》 等栏目组走进武陵
源等活动， 充分展示武陵源的奇山异水，提

升武陵源旅游知名度。 今年高考刚结束，武
陵源率先在全国面向高考考生免门票3个
月， 将营销策略从产品营销转变为情感营
销。 据黄龙洞景区负责人介绍，暑期最多一
天免费接待高考考生达1200人。

为应对今年暑期客流高峰，武陵源核
心景区管理部门2000多名干部职工放弃
休假、坚守岗位，确保暑期旅游接待秩序
井然有序。据了解，暑期以来，仅吴家峪门
票站袁谋文党代表工作室就为海内外游
客提供各种义务咨询、排忧解难等细微服
务5000余次，深受游客好评。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9月2日， 永州市金洞管
理区金洞漂流沿线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趁开学上课之前的
“末班车”，在这里放松心情；在该管理区
楠木公园， 远道而来的游客正在这里享
受森林浴……据统计，今年1至8月，金洞管
理区接待旅游人数、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23%、26%。 特别是今年暑假，该管理区
还新增3处景点，新老景点全部游客“爆棚”。

金洞管理区是我省最大的国有林场。
2015年3月以来， 在推进国有林场改革中，
该管理区立足当地生态优势，以建设国家级
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最具魅力生态旅游目

的地、 长株潭乃至粤港澳后花园为目标，大
力提质改善环境，培育旅游产业。 他们科学
规划，造林增景，种植彩色阔叶树种，修复改
善以杉木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 在路边、水
边、山边、村边，广泛种植各类花草，并开发
白水河水上运动休闲带、万宝山森林生态休
闲区等景点。 仅去年来，就新增特色旅游文
化名村2个、3星级以上乡村旅游接待点10
余处，形成了“春赏花、夏亲水、秋览胜、
冬养生”的旅游格局。

过去，金洞管理区主要培育杉树、马
尾松、国外松等苗木，经济价值不高。 近
年，该管理区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省林
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引导林农成

立16家苗木协会、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苗
木新品种、新技术，楠木、红豆杉、山茶花、桂
花等珍贵苗木，渐成规模，使园林与旅游融
合,吸引了更多游客。 该管理区部分花草、苗
木还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产业发展,旅游兴旺，林农致富。 去年，
金洞管理区林农实现人均纯收入9600元，
比上年增长9%。

黄埔军校后裔
武冈追思“黄埔文化”

传承弘扬
“爱国、革命”精神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鄢振辉）9月3日， 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来自长沙
等地的20余名黄埔军校后裔齐聚武
冈市，追忆先辈英雄事迹和光辉历史，
传承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熔
铸博采众长的“黄埔文化”。

1938年秋， 日寇大举进犯华东、
华中地区，南京、南昌相继沦陷后，战
火蔓延至武汉，武汉危在旦夕，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被迫迁往湖南武
冈，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由李明灏
中将担任分校主任。 该分校共招收学
员6期，在1938年至1945年的7年时间
里， 共有23052名青年陆续从这里毕
业走向抗战前线。

黄埔后裔一行先后参观了中山
堂、李明灏将军故居。在参观中山堂名
录墙时，寻亲十余年未果的徐媛秀、于
海英、 刘地明3人分别在名录墙上找
到了自己亲人的名字。 望着名录墙上
的名字， 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随后，大家在李明灏将军故居举行了
座谈会。 会上，黄埔后裔们缅怀历史，
追忆先辈英雄事迹。 关爱抗战老兵长
沙志愿服务队长孟企平表示，将捐赠
一批关于黄埔军校、雪峰山会战的资
料给武冈市黄埔文化研究会。 希望后
人们能够永远铭记先辈们奋勇抗战的
历史，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爱国、革命”
的黄埔精神。

岳阳重奖
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者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有奖举报除隐患，全民参与护平安。 8月31日，岳阳市安
监局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兑奖发放仪式，对今年
二季度5起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的举
报群众共发放奖金1.7万元。 该市安委办主任、安监局局
长林军华告诉记者，1-7月，全市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安
全事故同比下降53.4%，为历史最好水平。

去年初，岳阳市出台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大力
开展有奖举报，鼓励举报安全生产隐患行为。 今年以来，
岳阳市安监局共收到安全生产举报件33件。 该局第一时
间将举报投诉进行分类处置，组织相关部门行政执法人
员赶赴现场调查， 对举报属实的非法违法行为严查快
处，办结率为100%。

资阳区检察建议守护资江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通讯员 孟郭熹 周慕铭 记者

龚柏威 ) “针对非法排污企业， 我们已组织人员对其
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拆除清理并罚款……” 9月3日， 在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 记者见到了一份益阳市环
保局给资阳区人民检察院的复函。 根据资阳区检察院
建议， 益阳市环保局已依法拆除一家排污企业。

今年4月， 资阳区检察院收到一条线索， 益阳鼎盛
混凝土有限公司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 该院调查后证
实， 鼎盛公司一直没有通过环境保护评估， 且在没有
取得排污许可证和建设配套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
将废水直接排入资江。 早在2016年12月， 益阳市环保
局就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 但该公司
短暂停工后又恢复了生产。

资阳区检察院认为， 鼎盛公司违法排放污染物，
持续破坏资江生态环境， 环保部门应当强制执行行政
处罚。 经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同意， 6月上旬， 资阳区检
察院向益阳市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据了解， 资阳区检察院今年针对资江环境保护，
已发出3份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安仁科技人才助力脱贫
今年带动近万名贫困人口增收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周泓）连日来，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的韭菜花、迷迭香
供不应求，当地的老百姓喜笑颜开，都说是科技人才助
力脱贫让大家翻了身、得了实惠。

省园艺研究所研究员李青峰，利用湖南省对边远贫
困地区、 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的机
会，来到了源田村。 为更好地帮助贫困户提高自身“造血
功能”， 李青峰利用自己所长， 积极鼓励村民种植韭菜
花、迷迭香等绿色、高产高效经济作物新品种。 村民在李
青峰的指导下，种植了100多亩韭菜花和迷迭香。韭菜花
生长快，3至4个月就可收获，亩产2000公斤左右，可实现
价值4000多元。 且一年种植，多年收获，管理容易，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

近年来，安仁县为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在脱贫攻坚中
的作用，组织一批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指导贫困户
致富， 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同时，该县立足本地资源特点，组织科技人才积极开展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提升农业产业品质和效益，
成功引进推广水稻和油菜全程机械化耕作、 无人机播
种、施肥等田间管理农业新技术，推广发展优质稻、韭菜
花、水果红薯等新品种10多个，仅今年就带动近万名贫
困人口增收。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吉首法院现场兑现执行款3450万元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刘昱林
赵杨）8月30日，在吉首市人民法院举行的决胜“基本解决
执行难”新闻发布会暨执行款兑现大会上，申请执行人姚
有莲从法官手中拿到了拖延两年的执行款132万元。 大会
现场共兑现执行款18案3450万元，还为28名符合规定的国
家司法救助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金37.8万元。

据了解，从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吉首市人民法院
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3137起， 已执结2847起， 结案率为
90.76%，执行到位金额4.89亿元。 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行率94.01%，执行信访办结率100%。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杨娟 ）儿子创业失败，欠债300万元。
面对巨额债务，辰溪县锦滨镇紫金山村年
逾花甲的村民金继虎坚守诚信，在督促儿
子还债的同时，养猪赚钱帮儿子还债100
万元。 近日，“湖南好人”榜7月榜单发布，
金继虎入选“诚实守信好人”。

金继虎常年从事生猪养殖，因诚信经
营，养殖场生意较好，一家人日子过得还

算殷实。 2006年，其子金涛与人合资创办
一家农资超市。 2010年，超市亏损倒闭，
金涛欠债300万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金继虎对儿
子说，“自古都说父债子还，但现在我与你
一道把欠债还上。 ”他还对前来讨债的人
承诺，所有债务由他和儿子一起偿还。

为尽快还清债务，金继虎与妻子扩大
生猪养殖规模，不请帮手，两人日夜操劳。

虽还债需要钱， 但夫妻俩坚持诚信经营。
2015年，生猪价格上升，他们仍按合同价
销售生猪。 到了约定的日子，金继虎都会
上门还债。

“金继虎言而有信。”辰溪县孝坪镇的
李会同本以为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但
金继虎雷打不动分期按时还款，他竖起大
拇指称赞。

父亲的举动感染了金涛， 近年来，他
辗转安徽、广东、云南等地，从事农产品销
售，每笔收入首先用来还债。到去年底，金
涛还债200万元， 金继虎也替儿子还债
100万元。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通讯员 刘从武
陈星 记者 颜石敦）记者今天获悉，郴州
市摄影爱好者日前在宜章县五岭镇箭竹
冲村进行航拍， 发现该村形状宛如一幅
太极图，后据了解,该村被人称为“太极”
古村。

箭竹冲村现有村民110多户，村民大
多姓萧。据萧氏族谱记载，该村始祖为印

铭公派下应升公第五子萧俊公。 明景泰
年间(约公元1450年 )，萧俊公赴韶关任
县令，后升任韶关知州。 1463年，萧俊公
去职后率妻儿迁入箭竹冲村定居， 因此
地长满箭竹故名箭竹冲。 萧氏至今已传
承22代，村中明清古建筑随处可见。

箭竹冲村风景优美， 樟水河似一条
玉带从村前绕过。 村中祠堂广场树立着

两对桅杆石柱，是旧时考取功名的象征，
用来激励后人读书进取。 村子后方是古
时泊船的码头， 码头上还有快要被泥土
掩埋的缆绳柱。 村中古民居门楼雕刻着
牡丹、荷花、菊花、梅花，或梅花鹿、龙、凤
等吉祥物，象征着富贵吉祥。该村周边还
有洞穴、石林、瀑布等景观，是一处不可
多得的乡村旅游胜地。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彭绍兴 张和生） 记者今天从炎陵县林业部
门获悉，该县林业科技人员最近在进行建档
立卡贫困户生态奖补验收时，发现一株古刺
楸树，其胸径达1.85米，高约16米，树龄超过

300年。 经省林科所研究人员鉴定，属我省
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刺楸树。

刺楸又名刺枫树、刺桐、辣枫树，五加
科植物，落叶乔木。 其叶形美观，叶色浓
绿， 树干挺拔， 木材是制作高档家具、乐

器、工艺雕刻的良好材料，树根、树皮可入
药，为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这次发现的古刺楸树生长在炎陵县
沔渡镇青石村板下楼组进村入口处，底部
特别大，需4个成年人才能合抱。 据了解，
在刚刚完成的炎陵县古树名木普查统计
中，该县共发现古树名木4018株，涉及37
科60属73个树种。

“吸入”污水
“吐出”清流
江永农村全面兴建

污水处理系统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污水经过处理
池沉淀， 和人工湿地吸附水中的氨、
氮、磷等物质，流出的水变清了，达到
了农业灌溉用水标准，可以用于农田
灌溉。 ”今天，江永县潇浦镇向光村支
书何清建告诉记者，去年12月该村兴
建的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年处理污
水6000多吨。

在松柏瑶族乡白马村，一块被木
栅栏围起来的、 约200平方米的人工
湿地，远远看去，种满了美人蕉的地块
像一个绿色小花园。 村支书卢天良介
绍，今年3月，白马村投资50万元，建
成总容量300立方米、日处理规模22.5
吨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可以满
足附近90户村民的生活污水处理需
求。 工程建成后运行至今，出水水质
稳定达到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
标准。

去年10月开始， 江永县大力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分步在
9个乡镇110个村兴建污水处理系统，
全天候收集、处理污水。 集中式污水
处理系统采用“人工格栅+厌氧预处
理+人工湿地”处理工艺，通过沉淀、
过滤和物理化学生物作用、再经过植
物吸附等作用去除污染物和病原体，
从而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 这些“湿
地”可“吸入”污水、“吐出”清流，为保
护、改善水环境筑起一道“生态闸门”。

暑期游全线飘红
核心景区接待游客数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景新业旺林农富
今年1至8月，接待旅游人数、实现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 � � � 7月15日， 鸟瞰宜章县五岭镇箭竹冲村， 形似一幅太极图。 （资料照片） 黄建华 摄

炎陵发现省内最大古刺楸树

替子还债100万
辰溪一位花甲老人一诺千金

芷江完成42个
贫困村农网
升级改造

湖南日报9月3日讯(黄巍 郭志刚
龚卫国) 9月3日，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
萝卜田乡萝卜田村， 村民郑光贵忙着
为5亩柑橘抽水灌溉。“农网改造前，
由于电力不稳，柑橘得不到及时灌溉，
果子没有卖相，收益不大。”郑光贵说，
自从通了三相电，浇灌用电不愁了，去
年种的柑橘获得好收成， 摘掉了贫困
帽。

去年来， 国网芷江供电公司推进
农网升级改造， 为贫困村脱贫致富提
供动力支撑。公司统筹部署，建立贫困
村用电覆盖台账制度和项目建设工作
月报制度，并坚持因地制宜，将电网改
造规划同当地经济发展紧密衔接。 目
前，已投资7846万元，新建与改造10
千伏线路143.9千米、 低压线路492.2
千米， 并配套进行变压器等设备设施
改造，完成了42个贫困村的电网升级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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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发现“太极”古村
该村始于明代，至今已传承22代

武陵源

金洞管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