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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吕小宝 郭华)“随着乡村旅
游兴起，我们生意越来越好，今天又挣了
1000多元。”10月28日晚， 常宁市塔山瑶
族乡狮园村凌云山庄老板何万忠，查看当
天入账时欣喜不已，他没想到如今能利用
村里的天然风景，吃上“旅游饭”，走上致
富路。

近年来， 狮园村依托优美的生态环
境， 把发展休闲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
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吸引全国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游客大幅增加，带动‘农家乐’
迅速发展，农特产品也借助旅游‘东风’热
销全国，让不少村民富起来。”狮园村村主
任何万先说，“农家乐” 长期雇用的村民，
一年可增收3万余元，为“农家乐”种植蔬
菜的村民，一年也可多挣几千元。

常宁市近年来把发展旅游业当作富
民强市的重要举措，突出“一个龙头、一个
中心、 三大板块”， 即以庙前印山景区龙
头，建设了城区游客集散中心，开发了塔
山瑶家风情游、水口山红色工矿游、大义

山修身康养游三大板块。该市以“一乡一
特”乡村生态游为补充，在全市打造上规
模的旅游景点20余处。同时,着力推进旅
游公路、景区串联道路、景区服务设施等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使旅游服务标准化、
精细化，形成层次分明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

该市加大旅游招商力度，引进旅游龙
头企业和专业化开发管理公司投入参与
经营，推进景区品质提升。利用“旅游+、+
旅游”模式，培育农业、文化、工业、商贸、
体育、 休闲等与旅游有机融合的新业态，
通过“跨界”融合，不断拉长旅游产业链
条，提升旅游附加值。今年前三季度,全市
接待游客568.04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
39.55亿元，成功带动了1万余名村民增收
致富，31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龚睿
记者 肖洋桂) 石门县白云镇近年来夯实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引领乡村治理取得了
显著成效。记者10月29日在走访时发现，
这个昔日的“信访大镇”,已在短短几年间
转变为市县综治先进单位,百姓的获得感
得到大幅提升。

白云镇辖15个村(社区)，有3.24万人。
“我们镇自然条件差， 一些村里历史遗留
问题比较突出， 各种上访事件曾层出不
穷。” 白云镇党委书记龚道国坦言。2016
年换届后，白云镇新的党委政府班子研究
认为，白云镇底子薄、矛盾多，要改变现
状， 根本出路在于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使
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以村支两委换届为契机，白云镇将一
批讲政治、有能力、服务意识强的优秀党
员吸纳进了村支两委班子，并公开招聘了
15名党建联络员到村(社区)驻点服务，增
强基层党建力量。同时,通过实施党建“三
制”(责任制、清单制、奖惩制)工作法，将党
建工作细化到人、量化到岗，坚持一季度

一督查、半年一点评、年度一考核，倒逼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落实党建责任,规范党员
干部作风， 也给乡村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

白羊山村是个贫困村，从山脚下上
山进村，要经过一段大约六七公里的盘
山公路。前不久，这条原本只有3.5米宽
的路被拓宽了一倍左右。白云镇副镇长
王婷说，这条路又窄又险，村民要求修
路的愿望非常强烈 , 镇党委镇政府下定
决心，解决了这难题。白羊山村党总支
书记吴杨红说，这几年随着基础设施条
件的改善， 白羊山村现已大变样。5年
前，村里的新房不超过10栋，现在已有
200多栋。

曾经因环境问题不断上访的鹤山村，
近年来通过治理，荒山变绿了，小河变清
了，再也没有村民上访了。村党总支书记
龚振泽说，百姓获得感越来越明显，村里
越来越和谐。 在2017年常德市乡镇党委
政府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中，白云镇获评常
德市二类乡镇第一名。

吃“旅游饭”走致富路
常宁市生态旅游助力万余村民增收

党建让“信访大镇”蝶变
石门县白云镇百姓获得感大幅提升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廖亚柳）10月26日，“互联网+不
动产抵押”云平台在长沙启用，长沙抵押
登记业务从此可线上办理。

“互联网+不动产抵押”云平台是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建立的，他们对现有
业务模式进行改造，将不动产登记窗口延
伸至银行网点，从而实现抵押登记业务全
程线上办理。客户在银行申请贷款时可同
步申请抵押登记业务，登记机构在线受理

并审核登记资料，实现抵押登记“不见面”
审批。

目前，已签约建立“互联网+不动产
抵押”便民服务点3个，分别设在建行长沙
天心支行、长沙木莲东路支行、长沙奎塘
支行，可办理个人一般抵押权、最高额抵
押权首次登记和抵押注销（全部）登记两
大类业务。待时机成熟，线上业务将延展
至所有抵押登记业务，并实现所有抵押登
记业务在全市各大银行网点通办。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谷安祎 李爱成）记者今天从耒阳
市林业局获悉，经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组
织专家评审，中国（耒阳）油茶博览园成功
获批，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的油茶博览园。

据了解，中国（耒阳）油茶博览园以
“三产”（工业、农业、旅游）联动、“三生”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为理念，结合美
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按“一园五
区”（核心产业区、油茶博览区、休闲观

光区、精深加工区、油茶小镇示范区）规
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3.5万亩，其
中核心景区占地规模约2万亩， 项目投
资约45亿元，建成后有望成为全国油茶
产业发展的样板工程。

耒阳市是全国油茶产业大县，全市
油茶林面积达115万亩， 油茶种植企业
31家，油茶专业合作社45家，种植面积
200亩以上大户260户，年产茶油1万吨
以上，总产值达15亿元。

徐典波 晏理 毛诚志

10月27日凌晨3时许， 在汨罗江
平江县龙门镇桃林村新屋组段，平江
县水政执法大队队员已蹲守6个多小
时。

平江县接到群众举报称，汨罗江新
屋组段有一个隐藏深、规模大的非法采
砂窝点。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常在夜
深人静时非法采砂。县委、县政府对此
高度重视， 组织县水政执法大队3个中
队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先从县城
到长寿镇虚晃一枪，稍作调整后，趁夜
色摸进“贼窝”。

“前面有情况！” 眼看行动就要成
功，队员发现在通往非法采砂点的必经
之路上，盗采者设了3道暗哨，且有大卡
车横在路中央阻断通行。

狭路相逢智者胜！为了不惊动盗采
者，执法队员赤脚步行，蹚过冰冷的汨
罗江，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盗采者面前，
当场抓获非法采砂者10人， 查扣大型
铲车3台、拖拉机1台。

今年来， 平江县对非法采砂行为
“零容忍”， 共查办非法采砂案件150
起，依法予以治安拘留7人、刑事拘留3
人，查扣非法采砂机械144台（套），罚
款71万余元。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新
颖）近日，道县公安局集中销毁一批收缴的枪支弹药和
爆炸物品。今年以来，道县大力整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行为，共抓获涉枪涉爆违法犯罪人员45名、缴获各类枪
支51支、子弹3600发，自制土炸弹21个，手榴弹9枚，迫
击炮炮弹3发，手雷1个，枪支配件535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卢应江

10月26日晚，沅陵县城龙舟广场，
一台阳戏“抢了”广场舞的彩头。

“沅陵人爱看戏，沅陵文化不仅只
有广场舞和山歌。” 说话的是沅陵（阳
戏）戏曲艺术团创办人张淑芳。她是这
台传统剧《三审林爱玉》的主角。眼前的
她，盘发粉脸，着一身束腰红衣裙裤，脚
踩滚丝绣球鞋，说话像说戏词，由心而
来，活脱脱一个无畏无知的渔姑形象。

张淑芳今年47岁， 是沅陵县沅陵
镇深溪口村人，年轻时曾在当地阳戏剧
团当过几年演员，后中断戏路，南下打
工， 在广州成家。“人家外国人都喜爱，
为什么我们自己要丢了？”今年，张淑芳
返乡创办艺术剧团，重返舞台。张淑芳
的想法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沅陵是
文化大县，自古文化根基深，过去有辰
河高腔、汉戏、傩戏、阳戏，我们要把传

统文化发扬光大。”老父亲鼓励张淑芳。
今年4月，张淑芳着手筹建艺术团，

投资30多万元，请师傅、招演员、买戏
服、置音响。5月份，乐师、演员凑齐，18
个人闭门练戏，4个月排练13个传统
剧，从甩水袖到兰花指，从唱腔到化妆，
师傅一手手带，演员一步步学。

10月6日，第一场戏在老家演出一
炮打响，受到乡亲们热捧。一个月不到，
演出10多场，观众达3万多人，张淑芳
心头包袱终于落地。

张淑芳说：“传统文化是瑰宝，绝对
有它的生命力。只要有观众，我就不放
弃。观众不散，舞台就不散！”听说县敬
老院老人爱看阳戏，10月25日，她带团
上门，免费送戏。老人们看到久违的阳
戏，个个乐开了怀。

“一个农民，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 坚持把老百姓喜爱的文化做到底，
值得敬佩！”“老戏迷” 张吉瑞说起张淑
芳，竖起大拇指。

10月29日，长沙县青山铺镇宏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施工人员在进
行矿区复绿。目前，该矿区裸露黄土、矿石的绿网覆盖面积达15000平方
米，铺设草皮3000平方米，栽种树苗300余株，同时还新增了雾炮机、洒水
车、洗车槽等除尘设施，改善周围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矿山
复绿

汨罗江上夜擒“贼”

“观众不散，舞台就不散!”

全国首个“油博园”花落耒阳

“互联网+不动产抵押”云平台启用
长沙实现抵押登记业务线上办理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10月28日，艳阳高照，隆回县横板桥镇涧山村贫困村
民杨光桃到地里挖红薯。去年他跟湖南万瑞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加工红薯粉。种一亩红薯，加工后收入
可达3000余元。今年，红薯长势喜人，杨光桃越干越有劲。

横板桥镇地处雪峰山下，多山地丘陵，镇里产的手工
红薯粉远近闻名。但长期以来，没有品牌、销路不畅，资源
优势难以转换成经济优势。2015年， 退伍军人肖振华回
乡探亲时发现， 在城市大受欢迎的手工红薯粉， 在这里
“质优价廉”，仍难以销出去。于是，他决定留在家乡，成立
湖南万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红薯深加工，并通
过电商促山货出山。他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电商”
模式，与94户贫困户签订了购销协议，农户可以土地入
股分红，也可自己种植，公司保底收购。目前，发展种植基
地与合同收购面积已达1200余亩。

肖振华算了一笔账，一名贫困户仅种红薯一项，一年
平均收入能达1万元以上，脱贫完全没问题。去年，肖振华
通过电商销售红薯粉近百万公斤， 销售额达1000多万
元，实现了“签约一户，脱贫一户”。

红薯变粉：
“签约一户，脱贫一户”

道县整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27 1 0 3 3 1 2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418631.6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96 0 3 0
排列 5 18296 0 3 0 7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10月30日上午，超高压500千伏孱澧Ⅰ线津市段，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公司巡检员进行停电高空检修作业。这是该线路今年首次停电检修，从10月
20日持续到10月31日结束，通过对输电设备进行全面“体检保养”，消除设备缺陷和安全隐患。该线路是常德市的电力主要来源，占该市供电量60%
以上，也是连接湘鄂两省的重要能源通道，属于三峡清洁能源外送跨区电网的重要能源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辉军 摄影报道

超高压线“体检”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上官智
慧）10月30日，张家界首届“最美河流、最美水
库、最美河长、最美河道警长、最美河道保洁
员、最美征文”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全面展现河
流自然之美、治理之效，助推河长制工作进一
步深入开展。

张家界市河长制工作从2017年2月启动以

来，已将317条河流、264座水库纳入河长制，水
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达100%。同时，建
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并率先在全省建
立并推行河流河段“河长+警长”工作机制，加
大对涉河、涉水等环境犯罪的打击，形成了“一
河一河长、一河一档案、一河一策略、一河一亮

点”的工作特色。此次评选活动，经过征集、初
评、展示、投票、终评、公示、推介和颁奖8个阶
段后，最终评选出5条最美河流、5座最美水库、
5名最美河长、5名最美河道警长、5名最美河道
保洁员、6篇最美文章。

评选活动至2019年6月结束。 将通过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等多渠道，以视频、图文、直播、
游戏小程序等多种方式， 全方位展示张家界
“剿劣”治理成果和展现治水一线奋斗历程，营
造爱河护河的社会氛围。

张家界河长制“六个最美”开评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郑旋）近日，在长沙市岳麓区
“网上信访五周年”宣传活动现场，该区信访局工作人员
耐心为群众讲解网上信访的功能、流程及具体操作步骤，
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表达诉求。依托“互联网＋”
技术，岳麓区已在全区17个乡镇（街道）以及有权处理信
访事项的区直职能部门实现信访信息系统接入全覆盖。

岳麓区实现网上信访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