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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胡建根

国庆期间， 地处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
新示范区的乌嘴乡罗文村迎来一波旅游高
峰。 10月6日， 两位长沙游客在村民夏文新
的涂鸦民居前拍照， 夏文新热情地说： “我
们这里有几十位国内外涂鸦艺术大师的作
品， 你们只管多拍点。”

罗文村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 因
为花海和涂鸦而一举成名， 获评“湖南省美
丽乡村示范村”， 并入选第三批“湖湘风情
文化旅游小镇” 创建单位。

G20峰会露头角
10月12日， 记者与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

创新示范区工作人员王全聊了起来。 “罗
文村最初以万亩油菜花海在当地小有名气。
但只是一片花海， 太单调了， 很多地方都
有， 必须打造一个升级版。” 王全说， 2014
年9月， 示范区筹备成立时， 管理团队多是
年轻人，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秦
琴是个80后， 当时任示范区筹委会常务副主
任， 她召集大家开了多次会， 经一轮轮讨
论， 想到了一个点子： 把城市涂鸦文化引入
罗文村， 让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碰撞出火
花。

2015年， 示范区邀请国内有关专家、 艺
术团体、 设计公司等， 对农宅墙体进行彩
绘。 此后， 不断增加涂鸦民居数量， 扩大涂
鸦面积， 墙壁、 树木、 地面、 桥梁都成了涂
鸦的载体。 村里还流转土地， 委托专业花卉
公司种植向日葵、 郁金香和波斯菊等， 打造

“四季花海”。
2016年8月上旬， 阿里巴巴集团拍G20

峰会宣传片到南县取景， 罗文村的美景被拍

入片中， 在杭州G20峰会上展示， 赢得一片
好评。

无中生有成 “网红”
2016年9月， 南县县委作出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决定， 罗文村成为该县打造
全域旅游的引爆点。 去年4月上旬， 中国·湖
南(南县)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在罗文村举行，
8个国家近50位涂鸦艺术大师实地创作， 一
时间， “罗文涂鸦” 成为“网红”， 四面八
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今年4月7日， 南县在罗
文村举办第二届国际涂鸦艺术节， 9个国家
的45名涂鸦艺术大师前来一显身手。

两届节会期间， 涂鸦艺术大师以“中国
元素、 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 为主题实地创
作， 留下涂鸦作品200余幅。 目前， 罗文村
涂鸦民居达170余栋， 其中3D彩绘民居30余
栋， 涂鸦小品景观和涂鸦艺术装饰若干。

南县还不断丰富罗文村景区文化内涵，
建设了洞庭之心中央广场、 以爱情文化为主
题的特色公园、 儿童戏水区、 荷塘月色区、
花海大舞台等， 请湘籍著名雕塑家黄剑创作
了“洞庭龙女” 雕塑， 举办了湖南首届美丽
乡村文创高峰论坛， 并邀请港台专业文创团
队到罗文村授课和指导。 部分村民开起了时
尚餐饮店、 乡村KTV、 清吧、 土特产销售
店、 农家乐等。

去年， 罗文村实现创意旅游综合收入
4500多万元。 今年1至9月， 全村创意旅游综
合收入同比增长15%。

产业融合比翼飞
走进坐落在罗文村的瑞丰商业博览城，

里面人声鼎沸， 顾客络绎不绝。 据了解， 该
项目投资达4亿元， 是一个集建材家居、 五

金机电、 小商品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体。
“我们按照县里的规划， 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之路，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
农村繁荣。” 秦琴介绍， 罗文村大力发展以
水稻、 龙虾、 蔬菜、 龟鳖为主的种养业， 以
及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物流业等三大产业。 近年来， 引进了华南农
业现代科技示范园、 罗文龟鳖生态产业园、
瑞丰商业博览城等8个项目， 总投资达13.4亿
元。

罗文龟鳖生态产业园总面积2000余亩，
由和滨水产、 呈宝龟业两家企业开发， 其主
要产品为获得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南县
中华鳖、 南县草龟及衍生系列产品龟膏、 养
生酒、 龟鳖预制菜、 湘莲藕尖、 优质富硒大
米等。 两家企业将产业园区融入旅游元素，
建起龟鳖文化园、 龟鳖科普馆， 成为罗文村
景区新亮点。

产业融合， 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 促进
了农民增收。 目前， 罗文村从事二、 三产业
的劳动力占50%以上。 今年1至9月， 罗文村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800多元， 超出全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

随着罗文村知名度提升， 南县邀请国内
知名旅游规划设计公司， 对罗文村以西、 三
仙湖水库以东区域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将该
片区与罗文村予以整合， 计划将罗文片区打
造成国际知名的艺术小镇。 目前， 罗文花海
艺术小镇整体规划正在修订， 即将实施。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邓久英）10月12日， 郴州市北湖区高档
优质稻现场观摩会在华塘镇梨园村种植基地
举行。 经现场抽测，郴州市中天粮油商贸公司
与梨园村同优粮油农民种植合作社合作种植

的“软华优1179”优质稻亩产达552公斤。
“软华优1179” 优质稻产量稳、 适应性

广，且抗逆性强、抗倒力强、易栽培。 去年，郴
州市中天粮油商贸公司与梨园村同优粮油农
民种植合作社签订“软华优1179”优质稻种植

合同，由郴州中天粮油以每50公斤150元价格
进行收购， 高出国家中晚稻托市收购价格24
元，入社农民种粮热情高涨。 今年晚稻，梨园
村同优粮油农民种植合作社种植的500亩“软
华优1179”优质稻喜获丰收，与一般晚稻相比
每亩增收近300元。

据介绍，明年，北湖区将与郴州市中天粮
油商贸公司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 在西南山
区全面推广“软华优1179”优质稻，帮助当地
农民增收。

� � � � 湖南日报 10月 13日讯 （见习记者
赵志高 ）10月12日， 怀化市年产冰糖橙
2500吨以上的120多个村的代表聚集怀化
经开区，参加怀化市首届冰糖橙高峰论坛，
并见证该市“橙乡合作社”成立。

“橙乡合作社”由怀化“兴梦橙”创始人
舒兴华、中国当代艺术家舒勇、农创业自媒
体《农说吕不白》创始人吕华铁等不同领域
的人士倡导发起。 目前，已有60个村加入
该社，抱团推动怀化冰糖橙产业做大做强。

怀化柑橘种植历史悠久， 目前种植面积
达110.5万亩，年总产量约110万吨，居全省第
一位。 其中，冰糖橙年产60万吨以上，占全国
总产量70%，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和振兴乡村的

特色产业。但存在品牌林立、品质不一、生产基
地“散、小、弱”等问题，产业效益还不够明显。

这次成立的“橙乡合作社”将实施“百
人百村”计划，即在怀化100个冰糖橙种植
村，每村寻找1名种植带头人，带领大家高
标准、 规范化种植冰糖橙， 提高冰糖橙品
质； 帮助每名冰糖橙种植带头人在全国寻
找10名城市销售合伙人， 并借助电商和媒
体等平台，拓宽冰糖橙市场。

省人大代表、 芷江侗族自治县禾梨坳
乡古冲村支书龙四清告诉记者， 古冲村年
产冰糖橙约1.4万吨， 加入“橙乡合作社”
后，村里种植户会在技术、资金、销售等方
面获得帮助。

抱团推动冰糖橙产业做大做强

怀化成立“橙乡合作社”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pm2.5达到62.5，pm10达到2.292.3， 建议
晒水配合人工对五一东村社区各院道进行
精度清洗，遏制扬尘。 ”10月12日上午10时
15分， 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巡查人员在长
沙市五一东村社区内7栋处发现路面灰尘
厚积，极易引起扬尘，手持检测仪监测后，
将图片和数据发送到“芙蓉区蓝天保卫战
工作调度”微信群并提出整改意见。

从今年8月起，长沙市芙蓉区联合第三
方环保科技公司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通过
雷达定点扫描、雷达走航巡查、无人机巡查
与手持颗粒物监测设备等技术,对大气污染
源实行“多点包抄”，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打开一份芙蓉区雷达扫描图， 可以看

到，图上有蓝色、绿色、黄色等不同的颜色，
还有红色小点。 深圳华澜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 根据雷达对污染点的扫描
显示，红色说明这里有污染排放，采取无人
机到对应雷达显示的污染点周围进行拍照
取证，再对航拍图进行分析与归类，再结合
人员现场巡查的方式， 发现雷达污染点的
问题所在，向主管部门提出管控意见，做到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根据8月至9月数据分析， 我们整改了
196宗污染源，降低了大气污染。 ”长沙市芙蓉
区蓝天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引进第三方技
术服务公司，获取大气污染问题清单，提出精
准化防治措施，以一事一交办，一周一排名，做
到精准发力，实现联防联控，共护蓝天。

芙蓉区“尝鲜”新技术
雷达“追捕”大气污染源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李曼斯 李向）“上
午来了工人安装，机器设备、外窗改造和清洗
外墙都是免费的。 ”10月13日，宁乡市玉潭街
道的市民林先生家中免费装上了抽油烟机。
据了解，宁乡市玉潭街道针对城区部分老旧小
区， 率先启动餐厨油烟净化综合治理试点工
作。目前，该街道已免费为1200多户居民厨房
安装油烟净化机，居民对此纷纷点赞。

“今年要完成玉潭街道2000户居民家
庭餐厨油烟净化设施改造， 设备的提供和

安装全部免费，到2020年要完成6000户的
改造。 ”玉潭街道城市管理办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4月开始，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上门
入户， 对试点小区需要油烟排放设施改造
的住户进行调查。

据介绍, 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居民家庭
餐厨油烟将实现低空达标排放， 且对建筑
外墙立面长期无污染，此举将有效解决“油
烟扰民”问题，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优化生
活环境。

宁乡6000户居民
将免费装上新抽油烟机

北湖区推广种植“软华优1179”

优质稻每亩增收近3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邓锦庆

10月11日上午，在双峰县三塘铺镇，戴
延时又背着药箱，匆匆穿梭于养羊户之间。
“要定期帮大家检查山羊的健康状况，有问
题可提前处理和预防， 减少经济损失。 ”他
说。

今年60岁的戴延时， 办事风风火火、
走路带风。 只要村民在山羊喂养和疾病防
治上有困难，他的帮助可从不延时。

23年前，提起治羊病，戴延时还是个一
窍不通的“门外汉”。如今，他不仅是当地的
养羊大户， 还是周边几个乡镇山羊喂养和
防疫治病的“土专家”。

1995年，在部队战友的帮助下，他从
自治州买回23只黑山羊，当起了“羊佬倌”。
因缺乏技术和经验，一批山羊突然病亡，严
重打击了他的信心。

总结经验后， 戴延时决心学习山羊饲
养技术，改变“望羊兴叹”的窘境。

他白天到镇畜牧站参加培训， 晚上
“啃”起厚厚的书本，甚至跑到60多公里远
的新邵县，向当地养羊大户取经。

边学边摸索， 戴延时尝试着为自家的
山羊进行防疫和治病， 不仅初步掌握了疾

病治疗技术，饲养水平也大幅提升。 去年，
他出栏黑山羊60余头，收入达6万多元。

村里出了个养羊的行家里手， 村民们
纷纷上门讨教“秘诀”。戴延时来者不拒，热
心帮助乡亲们解决难题，传授技术，甚至还
主动上门服务。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 青树坪镇的老
刘打来电话：家里喂养的30多头山羊全病
了，请戴延时紧急支援。

放下电话，戴延时立马收拾好药箱，整整
走了一个小时山路，来到老刘家里。 顾不上喝
水和擦干身子， 戴延时直接走进羊圈摸索起
来，一直忙到后半夜。临走时，还推掉了老刘给
的诊费：“都是乡里乡亲，有需要，我随时到。 ”

仅仅帮着治疗羊病， 戴延时觉得还不
够。“何不带动更多人来养羊？ ”他想。

2015年，戴延时挑选5只精壮羊羔，送给贫
困户邓隆昌。不仅细心传授喂养技术，还按时到
邓隆昌家帮忙防疫治病，了解山羊的生长情况。
如今，邓隆昌也成了养羊大户，去年出栏40多
头山羊，收入4万余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

23年来，戴延时帮助30多户贫困村民
发展养羊产业， 垫付羊羔款和药费3万余
元。在他的引导下，喂养山羊成为三塘铺镇
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去年，养羊户人
均收入增加4600多元。

老百姓的故事 戴延时带出“山羊镇”

�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何梦君 通讯员 吴明治）12日上午，
岳阳市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岳
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景亮称，截至目前，岳阳打
掉涉黑恶犯罪团伙10个、涉砂涉矿涉黑恶团伙3
个、民间暴力讨债涉黑恶团伙5个、传销涉恶集
团3个，其中岳阳楼区侦办的王某某传销涉恶集
团案被列为全国精品案例。

近年来， 岳阳市县两级均以刑侦部门为

基础，抽调民警组成专案组；建立了打黑除恶
工作考核机制。 市公安局对相关案件实行挂
牌督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实行专案专办；为
排除办案阻力和干扰，实行异地用警、指定管
辖措施； 成立高规格的扫黑除恶专案督查指
导小组，实行专案督导。 公安机关把扫黑除恶
与反腐败结合，向市县纪委监委移交涉嫌“保
护伞”相关线索，彻查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通过传统摸排和现代化信息手段相结合，重

点打击暴力传销行为；采取扫面上、打地下、
挖幕后的战略战术，将打击“地下出警队”作
为扫黑除恶的主攻方向。 截至目前，共受理违
法犯罪线索1237条， 侦办涉黑涉恶团伙案48
个， 破获团伙涉及刑事案件187起， 抓获345
人， 敦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64人。 打掉盘踞在市中心城区“地下治安队”
“地下执法队”的涉黑恶犯罪团伙10个，赢得
广大市民的称赞。

岳阳公安重拳打击涉黑恶团伙

�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李庆辉
记者 龚柏威) 10月9日， 桃江县人民法院依法
对文某等5人涉嫌犯非法拘禁罪、 敲诈勒索罪、
妨害公务罪一案， 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

经审理查明， 自2010年起， 文某邀集社
会闲散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 在广东广州白

云区江夏村以收保护费、 放高利贷等违法手
段牟利。 文某回到桃江县松木塘镇后， 利用
其在松木塘镇响涛园社区经营“桃府 ”
KTV、 饭店的有利条件， 经常纠集其余4位
被告人， 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
禁、 敲诈勒索、 妨害公务、 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活动，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文某犯

非法拘禁罪、 敲诈勒索罪、 妨害公务罪， 数
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
处罚金5000元。 其余4位被告犯非法拘禁罪，
分别判处相应刑罚。

桃江公开宣判一起黑恶势力犯罪案

罗文村传奇

� � � � 10月13日， 安化县东坪镇槎溪村， 省艺术摄影学会的摄影家在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当天， 湖南省文化
馆、 湖南省艺术摄影学会和益阳市文体广新局联合举行“为贫困户拍全家福、 定格脱贫攻坚瞬间” 摄影基
层行活动。 摄影家免费为贫困户拍照并现场打印装裱好后送给他们。 陈琛 严松林 摄影报道

摄影下乡
定格幸福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鲁融冰
见习记者 陈阳）今天5时30分许，位于桃源
县陬市镇的湖南科辉墙材一分厂，发生蒸压
釜爆炸事故，导致3死1伤。 事发后，桃源县迅
速组织陬市镇政府、公安、消防、安监、卫生
等部门展开救援，伤者被紧急送医救治。

上午10时许， 记者进入
湖南科辉墙材一分厂看到，
生产区厂房垮塌、设备损毁，
一片狼藉， 现场拉起了警戒
线， 消防官兵正进行搜救作
业， 工人们在废墟中清理设
备。

一截长30多米、 直径约
1.5米、重达数十吨的钢制压力
管，横卧在废墟上。据介绍，爆
炸发生时，这根钢管在气压的
推动下，冲破厂房、击穿工厂

宿舍楼和围墙， 将一墙之隔的一栋民房击
垮，整个位移的距离上百米。

在垮塌的民房下， 救援人员发现了81岁
居民陈老汉，遗憾的是，老人当时已经失去生
命体征。现场另有3名被埋者被紧急送医，其中
两人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1人目前伤情稳定。

桃源一建材厂蒸压釜发生爆炸
致3死1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