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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2月11日，资兴市旅游
部门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节假期该市
民宿旅游火爆， 全市96家民宿入住率
创新高， 共接待游客7.7万余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349.48万元。

“游山张家界，玩水东江湖。”资兴
市交通便捷，境内的东江湖风光旖旎，
吸引了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游客接
待量逐年递增三成以上。 如何进一步
做好“水文化”，让游客从在东江湖“逛
一逛”变为“歇一歇”，资兴市委、市政
府顺应旅游消费升级、 个性化特色化
日趋明显的旅游新业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保护好东江
湖的前提下， 将旅游民宿与休闲旅游

相结合，大力培育发展旅游民宿业，打
造全域旅游新名片，促进乡村振兴。

该市按照全域布局、特色定位、错
位发展的战略部署，突出政府引导，强
化政策支持，盘活闲置资源，重点规划
在环东江湖休闲带、东江湾休闲带、回
龙山、流华湾、大王寨等区域发展民宿
集群。 同时，精准对接在外郴州商会，
按照“鼓励创、着力创、全力转、全力
帮”的思路，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
民宿”等专题招商活动。 短短几年
时间，就吸引一大批有情怀、有乡
愁的郴籍在外成功人士返乡投身
民宿产业， 打响“东江湖一号院”
“云山美地”“那山那水” 等民宿品
牌。 截至去年底，该市依托东江湖

国家5A景区发展民宿96家，其中精品
民宿36家。

为保证民宿产业的竞争力， 该市
引进云雾山、海天云景、花间堂等国内
知名民宿品牌进驻资兴， 培育行业标
杆，引领行业发展。该市还成立东江湖
民宿协会，30多家精品民宿加入协会，
实现“抱团发展”，并带动全市300多
家星级农家乐、家庭旅馆的规范发展，
扩大了资兴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潘芳） 春节假期刚过，
双牌县上梧江瑶族自治乡上梧江村村
民夏国汉向记者报喜， 2018年， 他
林下种植20亩高山虎爪姜， 产生姜3
万公斤， 获纯利8万多元。 近年， 双
牌县大力护绿惠农， 生态更美了， 农
民群众增收步伐加快。 2018年， 全
县农民人均收入9046元，比上年增加
862元。

双牌县地处南岭以北， 是湘江流
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南岭生态屏
障。 为此，该县始终坚持生态立县，绿
色发展。 2015年以来，全县划定省级
以上公益林77.83万亩、 县级公益林

3.36万亩、天保林49.25万亩，占全县
林地总面积一半以上； 划定禁伐减伐
面积90.38万亩；全县公益林购买森林
保险全覆盖。 每年投入近亿元保护生
态资源， 森林成灾率控制在2.5‰以
下，远低于省控指标4‰。目前，全县林
木蓄积量631.9万立方米，湿地保护率
达94.36%。

双牌县还通过惠农引导， 推动广
大群众护绿扩绿。 2015年，在全省率
先推出“惠林通”林权抵押贷款，支持
广大农民创业。 2016年起，该县实施
林业精准扶贫“五优三免”政策，即:贫
困人口家庭优先享受中央财政造林补
贴，优先享受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

优先享受中央财政林业贷款贴息，优
先安排木材采伐指标， 优先享受林下
经济补助； 免收造林和抚育规划设计
费，免收采伐设计费，免收林权抵押贷
款评估费。 当年， 全县林农直接受惠
600余万元。

护绿的关键还在于富农。 双牌因
地制宜对茶叶、药材、种苗繁育等21个
种植项目，土鸡、竹根鼠等20个养殖
项目给予奖补。 2018年向4562户贫困
户发放产业奖补资金925万元。 目前，
全县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3
家，县级农业龙头企业183家，专业合
作联社114个。 2017年，双牌县整县脱
贫“摘帽”。

岳阳重奖
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张璇）今天，在岳阳市委农村工作暨市县乡
负责干部大会上， 岳阳市委、 市政府对创建农业
产业化特色小镇成效显著的华容县三封寺镇、 临
湘市羊楼司镇、 君山区钱粮湖镇授牌， 并分别命
名为芥菜小镇、 竹器小镇、 龙虾小镇。 岳阳市财
政给予每个镇200万元奖励。

岳阳农产品加工业位居全市两大千亿产业之
首， 产值稳居湖南省首位。 自2018年9月以来，
该市全面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出台 《农业产业化
特色小镇创建工作方案》， 明确创建镇必须形成1
个有特色的主导产业， 有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和1个以上知名品牌， 对“空心房” 整治、 规范
建房、 环境治理、 文明新风等方面提出具体要
求。 目前， 全市20个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创建镇
拥有“三品一标” 农产品88个， 其中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8个，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92
家。 全市20个创建镇竞相发展， 实现了产业集
聚， 带动了产业振兴， 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特色
之路。

此次首批3个农字号“特色小镇” 的授牌，
可谓实至名归。 三封寺镇芥菜产业年产值9.3亿
元，同比增长20.4%；羊楼司镇竹业产值39.2亿元，
同比增长18.8%，竹床、竹椅等小家具类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85%； 钱粮湖镇龙虾养殖规模达7.15万
亩，年产值3.2亿元，同比增长54%。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吕俊 陈克钧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哪有我们如
今的幸福生活！ ”2月13日上午，在常
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白鹤寺村村民彭
书进家，当地干群代表、返乡经商务工
人员代表等20多人围坐炭火旁，就家
乡近年来的变化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这是鼎城区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开
展“新春佳节话党恩” 活动的一个场
景。

返乡过节的吴清远， 今年48岁，

早年外出务工，后来自己创业，如今成
了国内外都有工厂的“鞋业大亨”。 他
感叹道，自己能有今天，是赶上了改革
开放的好时代， 享受了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以前的梦想，就是不用搞‘双
抢’，天天有肉吃，现在就希望吃得清
淡，活得健康！ ”吴清远摸着自己的大
肚腩，忍不住笑出了声。

从村里走出去的企业家李万喜，
近些年回报家乡， 出资修路架桥。 他
说，我们办企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
持，所以要懂得感恩。

“现在吃穿住不愁， 道路四通八

达，满60岁还能领养老金。 我快70岁
了，还想再活几十年！ ”村民王秀珍说
完这番实在话，现场传出一阵叫好声。
炭火熊熊燃烧，映红了大家的笑脸。

为充分发挥党员在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中的作用，1
月31日至2月20日，鼎城区委号召全区
4万多名党员， 深入贫困户、 普通群众
家，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新时
代、新成就，让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感
染群众，教育引导群众信党、爱党、感恩
党，帮助群众谋划新年新生活。

活动开展以来， 激发了广大干群
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表示，要把党的
恩情化作动力，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实
际行动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游子回村议村事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暖意融融。
2月8日上午， 溆浦县三江镇梅兰村村部会议

室，一幅写有“梅兰村聚乡情谋发展座谈会”的横
幅格外醒目， 在外工作和创业的游子围坐在一起
叙乡情、议村事、话振兴。

该村村主任王海平介绍了村情和未来的发展
规划后， 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强请参会人员为该村
的发展提意见、献良策。

“这些年，村里有发展有进步，但是与外面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具体提几点建议，一是要营造重教的良好
氛围，引导年轻人多读书；二是建议成立孝老助学基金
会，奖励上大学的和家庭有困难的学生；三是创办村图
书馆，让村民远离牌桌去学习……”离开家乡50多年
的广州铁路公安局原政委、 退休干部刘专读首先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

“我们公司捐助5万元。 ”听说要成立孝老助学
基金会， 广东东莞市鑫鹏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罗
先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在北京从事教师职业的周旭华建言：“我作为梅兰
村的儿媳，在教言教，希望我们村里的教师要抓感恩教
育，要让得到帮助的学生学会感恩。”随后，还即兴唱了
一曲《人说梅兰好风光》，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谈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建议村里办好文
化教育活动中心……” 谈到文化教育这个话题，
在洪江区任教育局长的王建平说。

“作为基层党支部，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将
村党支部建成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 确保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在村里落到实处……” 战略支援部队
少将刘石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村里的红薯粉厂，建议由村里组织村民入股
的方式发展。 ”

……
你一言我一语， 在外游子竞相发言，4个多小

时还意犹未尽。
对在外游子的建议， 三江镇党委书记赵永生

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 表示要与村干部一起将
大家的意见整理好，一项一项抓落实。

看到此情此景， 刘专读即兴吟诗一首：“八方游子
回乡村，欢声笑语聚乡情；建言献策谋发展，回报桑梓
养育恩。 ”

救孕妇———
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感谢你们开辟的‘生命通道’。 ”2月13日上午，祁东
县洪桥街道孕妇曾某的丈夫携带大红锦旗， 来到省高警
局衡阳支队西渡大队，感谢高速交警护送孕妇及时就医，
为抢救孕妇、保住宝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月9日上午10时，省高警局衡阳支队接到求助：一位从
祁东赶去衡阳救治的孕妇堵在了衡邵高速公路上， 且孕妇
羊水破了一个多小时。 受返程车流以及交通事故的叠加影
响，道路拥堵，孕妇所乘车辆进退不得，情况十分危急。

接到求助后， 正在衡邵高速公路上处理事故的西渡
大队教导员谭海波、辅警罗凯立即驾车前往，并在衡邵高
速62公里处找到了被困车辆。

“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孕妇脸色苍白，不断发出呻
吟。 ”谭海波说，这名孕妇羊水破裂多时，如果不能及时送
至医院， 她和腹中的胎儿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情况紧
急，赶赴现场的高速交警马上开启绿色通道，一路鸣笛，
通过应急车道，护送孕妇赶往衡阳市区。

“让一下！ 让一下！ 车上有孕妇！ ”
为了节省时间，在下高速路口时，谭海波还与指挥中

心联系，打开衡阳市区的红绿灯绿波带，保证一路畅行。 最
终，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只用了20分钟，便抵达了衡阳
市中心医院。经过检查，孕妇羊水虽破，但只有33周的胎儿
目前还不能提前出生，医生正在给孕妇做保胎治疗。

“孕妇送来得比较及时，为我们争取了抢救时间。 ”衡
阳市中心医院产科二区医师周欣说， 这样提高了宝宝的
存活率，减少了新生儿并发症。

救旅客———
列车临时停车3分钟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袁芳 吴芳）

“岳阳火车站，有1名旅客生病，需要救助车！ ”2月13日上午
9时20分， 岳阳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周光明接到信号楼值班
室的电话。 K4133次列车上一名男性旅客突然腹痛难忍，
列车广播寻医未果，需要在岳阳火车站临时停车送医。

接到通知后，周光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岳阳火
车站紧急开辟绿色通道，引导120救护车进站救助。 10分
钟后，救护车开进站台。 9时40分，K4133次列车驶入岳阳
火车站并停靠3站台。 车门打开后，列车长赶紧将突发腹
痛的男性旅客搀扶下火车， 在岳阳火车站工作人员和医
护人员的护送下， 救护车载着病人立即开往最近的岳阳
市中医院。

据悉， 旅客弁某乘坐K4133次列车准备前往广州东
站，当天上午9时左右开始肚子痛。 K4133次列车申请在
原计划不停靠的岳阳站临时停车3分钟。 当天14时，弁先
生得到及时救治后出院。

救伤员———
探亲军人奋不顾身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通讯员 匡光普 李社庆 记者
肖祖华）2月10日，在320国道邵东县牛马司镇苏江村地段
发生一起车祸。 回家探亲的军人刘鸿达不顾个人安危，从
两辆严重变形的小车里救出4名伤员。

刘鸿达今年25岁， 邵东县牛马司镇牛马司村人，2013
年入伍，是东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中士，前不久回家探
亲。 当天，刘鸿达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随接亲车队行至
320国道苏江村地段，前方约300米处发生一辆小车与一辆
面包车相撞事故，现场浓烟滚滚。 刘鸿达立即叫司机停车，
冲到事故现场。

只见一辆事故车的驾驶员被安全气囊顶在方向盘上
动弹不得， 坐在副驾驶室的一个大叔满脸是血， 不省人
事。 “快， 拨打120！ 过来帮帮我， 把伤情最重的抱下
来！” 刘鸿达与随后赶来的朋友一起， 小心翼翼把大叔抱
到路边。 当时大叔四肢瘫软、 意识不清， 身上多处伤口
在流血。 刘鸿达利用在部队学习的急救知识， 立即为大
叔进行止血处理， 嘱朋友好好照看， 自己转身投入救援
中。

相撞的两辆车横在路上，车辆、行人被堵。 在部队担
任驾驶教练班班长的刘鸿达与朋友把车祸受伤者一一救
出后，又赶紧挪开车祸车辆，疏导交通。 道路逐渐通畅起
来。这时，刘鸿达看到不远处驶过一辆120急救车，立即飞
奔过去，拦下车子说明情况，并将伤者送上救护车。

这次相撞的两辆车上共有7名乘员，其中4人受伤。刘鸿
达陪伤者来到医院，了解到他们并无大碍后，才放心离开。

资兴民宿旅游火爆
春节假期民宿入住率创新高，接待游客7.7万余人次

双牌大力护绿惠农

围坐炭火话党恩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芙蓉区开出18张罚单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刘老
板， 现在全民共战保卫蓝天， 还是莫放鞭炮了，
用电子鞭炮也一样， 既有气氛又不污染环境。”
农历正月初八这天早上， 家住长沙市芙蓉区远大
路的刘先生就在自家门店外张罗着， 准备燃放鞭
炮， 社区巡逻人员见了忙劝说。

刘先生不听， 坚持燃放鞭炮， 一阵硝烟黑雾
腾起。 社区立即将这一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情况报
告当地派出所，公安执法人员根据《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作出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今年2月1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心城区
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规定，正月初七
至正月十四，中心城区一律禁燃烟花爆竹。 据悉，
农历新年的初七至初九， 多数商家选择在此期间
开张迎客， 这也是长沙中心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
高峰期。 为确保高峰期禁放烟花鞭炮工作的落
实， 芙蓉区各街道、 社区按照网格责任， 巡逻值
守重点地段， 各派出所做好禁放查处备勤工作。
仅2月12日 （农历正月初八） 这一天， 芙蓉区就
处罚燃放行为18起， 制止52起。

芙蓉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 使用电子鞭炮除
旧迎新， 让空气洁净清新， 希望能成为广大市民
爱护环境的共识。

难舍难分
2月13日，嘉禾县

石桥镇仙江村，村民罗
文鹏夫妇启程去广东
务工，儿子紧紧地拉着
爸爸的手哭喊着不让
走。 当日是正月初九，
春节假期短暂几天和
家人团聚后， 该县10
余万在外务工人员再
次背起行囊， 告别父
母、孩子，开始新一年
的务工生活。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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