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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黄得意）推动红色旅游提档升级，我省将组织实
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百千万”培训工程。今
天， 记者从湖南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
动试点工作会上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明确在我
省开展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试点工
作，试点时间为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

省文化和旅游厅拟定了《湖南省红色旅游
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试点工作方案》，要求按照

培养“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
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的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的总体要求， 发挥我省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及我省新评出的潇湘“红八景”和首批红色旅游
教育示范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针对游客、学生
和党员三类讲解对象， 在精心编写三类讲解词
的基础上，省级层面抓好10个试点单位，组织实
施全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百千万” 培训工
程， 即重点抓好100名五好讲解员和1000名志

愿者的培训， 力争明年全省红色旅游讲解人员
培训达到1万人次以上，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红
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湖南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2017年全省红
色旅游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省文化和旅游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作为全国3个试点省份
之一， 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要以创新担当的精
神先行先试， 为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
行动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成果。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黄利飞）天舟文
化今晚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天鸿投资及
其一致行动人肖乐，近日与湖南信托签订《信托
贷款合同》。湖南信托受长沙银行、长沙市国投、
长沙县星城发展三方委托， 拟向天鸿投资及一
致行动人肖乐合计提供首批2.842亿元融资资金
支持； 且后续湖南信托将根据天鸿投资及肖乐
的需要，分批次向其提供融资资金支持。

公告显示， 湖南信托将向天鸿投资提供信

托资金借款2.062亿元，向一致行动人肖乐提供
信托资金借款7800万元。

天舟文化表示，《信托贷款合同》的签订，对
公司控制权、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有利于纾解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金压力。

目前， 天鸿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天舟文化股份2.02亿股，累计质押股份数为1.99
亿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47%。分
析人士称，有该笔信托贷款纾困，未来2年内，天

鸿投资和肖乐所持有的天舟文化股票的平仓风
险或将消除。

天舟文化是湖南文化企业的排头兵， 聚焦教
育、文化和泛娱乐三大板块业务发展。公司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6.86亿元，同比增长32.69%；实现
净利润1.82亿元，同比增长30.87%。

截至目前，楚天科技、拓维信息、克明面业
和天舟文化共4家民营上市湘企公布了“获援”
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冯敏 曹飞

12月5日， 记者来到岳阳县新墙镇
新墙水库旁边，放眼望去，绿树成荫，迎
风摇曳，生机勃勃。难以想象，几个月前，
这里还是一座被水泥建筑包围的驾校。

今年初，岳阳县检察院民行科在新
墙水库开展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督查和法
律监督专项行动，发现新墙水库旁边竟
然有驾校。

经调查发现， 驾校名叫红日驾校，
自2012年7月以来， 在未获得林业、国
土、 环保等部门审批许可的情况下，以
租用或者土地入股形式，擅自占用新墙
水库周边村组集体
山林， 用于修建车
辆培训场。 林业部
门鉴定， 其非法占
用土地共计 103.8
亩， 其中林地面积
为83.9亩（含32.6亩
省级公益林地）。占
用的土地被严重毁
坏，地表层破损，严
重危及新墙水库水
体安全。

随后， 岳阳县
检察院依法对4个
负有监管职责、怠
于履职的行政单位
进行行政公益诉讼
立案。“红日驾校曾

多次被相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却仍执
意继续运营， 并擅自扩大占地面积，行
政处罚难以执行到位。” 办案检察官介
绍说。

岳阳县检察院及时向县林业局、县
国土局、县环保局、新墙镇政府分别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各职能部门积极
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对红日驾
校予以拆除并复绿，恢复新墙水库周边
生态环境。 县林业局接到检察建议后，
联合县国土局制定了复绿方案， 在县
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集中行动，拆
除了原有建筑，进行全面复绿。

截至目前，103.8亩被破坏土地已
移栽了樟树等大苗，大苗空隙也种植了
草皮。

口碑饿了么公布
双12玩法

长沙近万商家参与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

口碑和饿了么公布了今年双12的玩法。 今年参
与口碑饿了么1212吃喝玩乐节的线下商家超过
200万家。据了解，长沙有近万商家参与此次双
12活动。

双12期间， 用口碑APP点餐不仅有满减活
动，还能点出各种惊喜特权。长沙消费者只需要
登录口碑APP，便可领取优惠。双12当天，消费
者可以用口碑APP抢购五折商品套餐。 口碑
APP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双12的参与商家、优
惠场景以及力度都将超过往年。

在长沙，除了星巴克、肯德基、必胜客、周黑
鸭、 百果园等这类大品牌之外， 当地的茶颜悦
色、老街鱼嘴巴、绝味鸭脖等湖南本土品牌，也
都参与到今年双12，涵盖餐饮、便利店、生鲜、美
容美发、购物中心、医药等日常生活全场景。双
12当天， 消费者可以在活动商家最集中的五一
广场、环宇城等商圈一同狂欢，直接享受口碑五
折餐品套餐等双12多重优惠。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周月桂）日前，双峰县荷叶镇狮院村的“海关·
蓝思路”正式通车，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老问
题，打造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据了解，“海关·蓝思路”原名“小荷线”，是
狮院村的村级主干道，由南向北途经6个组，全
长2.95公里，坑坑洼洼。今年3月，长沙海关扶

贫工作队进驻狮院村开展扶贫帮困，长沙海关
携蓝思科技、广汽菲克、广汽三菱等企业，统筹
落实扶贫资金957.03万元， 完成狮院村村级公
路、村民综合服务中心及教育、医疗设施等9个
基础设施项目，还扶持了博落回种植、黄栀子花
种植、养牛养猪、光伏发电及电商小店等5个产
业扶贫项目，为该村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益诉讼显威力
复绿近百亩林地

推动红色旅游提档升级

我省将培训一批五好讲解员

天舟文化获2.8亿余元“驰援”

已有4家民营上市湘企“获援”

关企合作打造脱贫路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曹娴）省生态
环境厅近日公布2018年湖南省第三批环境保
护“黑名单”，16家企业被认定为环境保护黑名
单企业。

这16家企业分别是：长沙跃飞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攸县大成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株洲松
本药业有限公司、衡阳利友再生建筑材料分选
有限公司、衡南县辰宇煤矸石加工厂、平江县
伍市镇海力石材有限公司、 桃源县恒通造纸
厂、桃源县四喜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县兴

隆造纸厂、永州市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芷
江公坪金时代页岩砖厂、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分公司、 新晃长旺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新晃鲁湘钡业有限公司、
沅江市商业肉类联合加工厂、安化县黄梅页岩
砖厂。

“黑名单”显示，这批企业大多存在违规排
放、不正常运行或停运污染物治理设施等环境
违法行为，被处以环境行政处罚，企业相关负
责人大部分被行政拘留或移送公安监管。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成事） 记者今天从金杯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投资兴建的云
冷1号项目日前在长沙已正式运营，标志
着全国最大的“城市大冰箱”投入启用，
市民今后可以吃到更多新鲜的食材了。

云冷1号拥有10万吨库容的冷库，
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大冰箱”。该项目坐
落于长株潭融城核心雨花经开区，由金
杯电工投资12亿元建设，是长沙市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项目。

在保鲜技术上， 云冷1号冷库用二
氧化碳加氟利昂的制冷方式，取代了传
统的氨气制冷，将温度控制在零下18摄

氏度以下，也避免了氨气存在爆炸的隐
患。冷库还建有智能物流网络，可对所
有冷链车进行定位， 实时监控车内温
度，确保货物新鲜度。装卸货也全部采
取室内作业，不受天气影响，保证24小
时全时段的存储、分拣、周转功能。

在消费升级推动下，冷链物流市场
发展空间巨大。云冷1号负责人介绍，目
前， 云冷1号冷链仓储已聚集400余家
行业大户、1000余个食材品牌，形成了
冻品、干货、调料、海鲜、蔬果、餐饮全品
类一站式购齐食材采购中心，全面满足
湖南餐厅、酒店、商超及居民等多方面
的采购需求。

16家企业上榜省环保“黑名单”

为市民餐桌保鲜
“城市大冰箱”云冷1号在长沙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