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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
者 徐荣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黄译萱 周玉婷 )绿
水青山间散布着一栋栋整
洁的农舍，房前屋后红花绿
树环绕；废旧物资回收下村
进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再
排放……3月中旬， 记者走
进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杨
林乡石屏村等地，到处可见
到这种景象。这是湘潭市以
农村“双改”（农村房屋改造
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为抓
手，大力开展乡镇黑臭水体
治理和生活垃圾治理结出
的硕果。

自《湘潭市农村“双改”
实施方案 (2017―2020年)》
出炉以来，该市以建设“美
丽、宜居、生态、特色”四型
村镇为目标，将“厕所革命”
作为突破口，把乡镇污水垃
圾治理作为主攻方向，不断
开创乡村振兴新格局。2018
年，全市农村“双改”计划实
施113个项目，实际开工414
个项目； 计划投资10.98亿
元， 实际完成投资37亿元，
为计划任务的336%。

在湘乡市山枣镇中心小
学， 原来的旱厕被洁白的瓷
砖、 干净的独立水冲式便池
取代； 在湘潭县青山桥镇观
音山森林公园， 一座精致独
特的新公厕已投入使用……
去年， 湘潭市完成24869座
厕所新建 (改造 )任务，实现
了村庄、城区、景区、学校、
交通沿线全覆盖。为了弥补
城区公厕数量不足，湘潭市
城区200多家沿街门店、社
会团体及机关单位内部厕

所向社会打开“方便之门”，并鼓励有条件的相
关单位及门店免费提供厕纸、洗手液、热水等优
质如厕服务。

同时， 湘潭市大力开展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乡镇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
工作。该市完成了花石镇等6座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完成率在全省14个市州中名列第一；完
成了湘潭县杨嘉桥镇寻笔港等5条黑臭水体治
理；全市763个行政村全面完成生活垃圾治理工
作，治理率达100%。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李永亮 朱晖 谭
洪汀） 春分时节， 株洲城北九郎山绿意更
浓，这里是长株潭“绿心”核心地带。连日来，
株洲市石峰区机关干部来此与当地群众一
起参加植树造林增绿活动。近年来，该区着
力构建造林、育林、护林“三位一体”协同发
展机制，打好了保护“绿心”的组合拳，使原
本多处荒芜的山体披上了绿装。

据介绍，株洲“绿心”占长株潭“绿心”
面积的15%，约82平方公里，其中，石峰
“绿心”达35.47平方公里。近年来，石峰区
在推动清水塘老工业区铁腕治污、绿色转
型的同时，将植树造林绿化放在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布局
中进行谋划，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
生态保护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系统化、
科学化、市场化推进绿色化工作。

石峰区保护“绿心”，打出的是一体化

组合拳。两年多来，该区实现52家绿心地
区工业项目关停、70家生猪养殖场退出，
腾挪出更多造林空间； 全区5条主要水系
共23公里的河道得以疏浚，新修中小型水
库2座，小型蓄水池500多个，改善了森林
生长环境； 全区山林被划分为53个网格，
建立网格员常态化巡护机制，切实打通护
林、防火工作“最后一公里”。同时，完成了
森林管护监控系统一期建设，对18平方公
里林地实行360度无死角、全时段监控。

九郎山作为“绿心”屏障，是重中之重。
为此，石峰区于2017年启动生态修复工程，
先后投入400余万元，在总面积达1.5万亩的
九郎山周边栽下银杏、 杜鹃等19个品种，共
计40余万株苗木，栽树育林达6000余亩。

两年多来，石峰区的空气优良天数已
累计增加了59天。 美丽石峰又见山明水
秀、天朗气清。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慧莲）连日来,在郴州市永兴县
多个义务植树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义务
植树志愿者们干劲十足，3人一组分工协
作，扶树、培土、浇水，严格按照规范技术
标准进行种植，每个现场都呈现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进入3月以来，郴州市、县、
乡、村四级联动掀起植树造林热潮。该市
每天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10余
万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栽植苗木几十万
株，一座座山头披上了绿装。

郴州是华南重要生态屏障、湖南战略
性水资源地，多年来，该市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目前，该市共创建国家级
生态乡镇15个、国家级生态村1个，省级
生态乡镇85个、省级生态村126个，市级
生态村338个。 为进一步扩大生态圈，
2019年，全市计划完成义务植树800万株

以上（约28万亩）。为确保植树造林工作全
力推进，该市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机制，各级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全程跟踪，
靠前指挥；按照“早安排、早规划、早动手”
的原则，将造林任务细化到县，分解到乡
村，明确到人，制定措施，明确时限。

郴州市级领导每年都带头上山植树
造林。市里组织林业技术人员深入植树造
林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栽一棵活一
棵，造一片成一片。同时,狠抓林业管护措
施落实，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管护
责任落实到乡、到村、到人，确保造林质
量。

据了解，去冬今春以来，全市共完成
人工造林整地24万多亩。目前,郴州市森
林覆盖率增至67.8%，市城区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46.60%、绿地率42%，全市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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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育林、护林“三位一体”

打出保护“绿心”
组合拳

四级联动植树 分片包干护林

一座座山头
“披上绿装”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马宇）“我一定当好调研员、 联络
员、宣传员、监督员，正确行使监督权利，为
长沙营商环境贡献力量。”3月21日，长沙市
正式聘请长沙市常德商会会长王忠明等
100位企业家为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会
上， 湖南水目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德品表态发言。

据了解，100位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来
自长沙市各行各业的企业代表和商会会长，

他们“上任”后，将对优化长沙营商环境提出
意见和建议，对重要涉企政策出台提供咨询，
并发挥特约监督员联系非公企业优势， 宣传
长沙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和成效， 每一位特约
监督员每年需至少提交一个营商环境案例。

“有压力，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对营
商环境优化的诚意， 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杨德品说。当天，还有22名商会会长被长沙
市工商联聘为长沙市百家商会千户企业招
商行动第二批招商大使。

长沙100位营商环境
特约监督员“上任”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严万达 欧春涛
周玉生）3月19日， 蓝山县楠市镇上下村2
组村民陈社青， 在村里的网格管理便民服
务站，借助市民之窗自助终端，仅几分钟就
顺利办理好以前需要到20公里外的县城
才能办理的老年证。 永州坚持把党的一切
工作落实到支部, 目前精心打造2936个高
标准、 功能全的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形成
“10分钟便民服务圈”，300多万永州农民
有事不用出村。

近年来， 永州采取分领域细化标准、分
阶段点面结合、 分类别动态管理的办法，积
极推进支部设置标准化、 组织生活正常化、
管理服务精细化、工作制度体系化和阵地建
设规范化等党支部“五化”建设，全力打造党
支部建设“升级版”。该市共创建党支部“五
化”建设示范点1281个，并以贫困村党支部、
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为突破口，借鉴示范点
创建经验，进行集中攻关，确保达标升级。将

党支部“五化”建设情况纳入县乡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分类别动态
管理，推动党支部全面提升。

作为党支部“五化”建设的新尝试，永
州市选派专职村支书， 配强贫困村党组织
班子，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唐林担任双牌县
麻江镇廖家村专职村支书后， 坚持产业优
先，和驻村扶贫工作队一起发展芦笋、酥脆
枣、百香果等产业，如今产业形成规模，村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贫困户受益。

目前， 永州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成
为脱贫攻坚的“领头雁”、乡村振兴的“主力
军”、基层治理的“润滑剂”，党支部“五化”
建设达标率86.3%。 共整顿提升软弱涣散
村（社区）党组织323个，选派专职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188名，创建贫困村集体经济示
范点100个， 培训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2.1
万余人， 贫困村党员带头创办领办致富项
目6642个。

永州全力打造党支部建设“升级版”
党支部“五化”建设达标率86.3%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翟安）从3月开始，众多大学生离开家
庭，到学校开始独立生活，而此时也是“网
络兼职刷单诈骗”“网购退款诈骗” 等各类
网络通信诈骗的高发期。 为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长沙市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近日发
布大学生防骗预警。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呈现多发态势。 犯罪分子利用在校
学生社会阅历不够丰富、 防范意识较为薄
弱的特点，不断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向大学
生下手。经梳理，近期多发的诈骗类型主要
包括网络贷款诈骗、兼职刷单诈骗、虚构商

品诈骗等。其中，仅兼职刷单诈骗案今年以
来就达229起，涉案金额216.31万元。

该中心提醒广大大学生， 强化自我保
护意识，提高辨别能力，不轻信来历不明的
电话和信息；自觉抵制不良网贷，了解相关
金融贷款知识和法律法规； 注意防范钓鱼
网站，谨防信息泄露和黑客攻击；坚持理性
上网，杜绝兼职刷单等违法行为，严防网购
退货、游戏币充值、网上兼职和冒充QQ或
微信好友诈骗， 提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能力； 积极加入到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
传志愿者队伍中来， 让电信网络诈骗在校
园无机可乘。一旦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立
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

长沙警方发布大学生防骗预警
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欧阳欣欣）3月23日，常德市武陵区
第一季度5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达23.3亿元， 掀起了武陵区加快项目建
设、实现跨越发展的新高潮。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是和瑞欢乐
城二期、汇景中央广场、五八众创平台、乐

活里邻里商业中心和羊肚菌特色产业示范
园。这些重点项目以现代三产项目为主，投
资最大的项目是和瑞欢乐城二期， 总投资
15亿元，位于芷兰街道沙河社区，规划建筑
面积约10万平方米， 新建集商务休闲、消
费娱乐、 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综
合体。

武陵区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23.3亿元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郭华)3月23日， 常宁市胜桥田
园小镇首届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吸
引数千游客前来赏花海、拍菜花、购农特
产……让3月的胜桥充满盎然春意。

据悉，本次节会将为期3天。节会不仅
为游客精心打造了“梦幻风车”“烟江花语”
“陌上芳华”等景点，还策划了“大地流金·
魅力渣石”“烂漫花语·约会春天”及“美食
美客”等近10类乡村旅游体验活动。

近年来， 常宁市以发展全域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 积极探索田园小镇发展模
式， 着力亮化全市各地旅游景点及田园
小镇景观，通过“赏花”经济，拉动游客增
长，进而打造以“观花、赏荷、品虾、望湖，
体验古民居，并开辟以孝道文化”为重点
的“全域一日游”，还推出“一村一品”特
色扶贫农产品， 有效辐射带动各乡镇种
植业、旅游业发展。

同时，该市积极引导贫困户参与全域旅
游，通过务工、入股、开店等多种方式，稳定
提升村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小镇迎来“赏花客”
常宁胜桥田园小镇首届油菜花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何志强

又是一年春风起，百花烂漫遍地开……
眼下，正是桃花怒放时节。3月23日，“桃花
三月，盛世欢歌”第六届东江湖（白廊）桃花
节暨首届白廊乡村音乐节， 在资兴白廊镇
桃花广场拉开序幕。

现场虽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但聚集的
人群越来越多， 桃花广场人头攒动，《我和
我的祖国》歌声在“快闪”中越唱越嘹亮，引
来游客驻足围观同唱， 大家用歌声讴歌伟
大祖国，颂扬美好生活。

快闪结束后，由资兴市老年大学带来的
《金婚旗袍秀》，展开了一场桃花与旗袍的邂
逅。接下来，双人舞《花语》等乡村音乐节文

艺节目精彩纷呈，引来观众不停的喝彩。
东江湖畔白廊镇境内万亩桃花花香四

溢，或漫山怒放，或临水吐芯。每年春天，桃
花盛开，像绯红的海洋；雪白的梨花、李花
间杂其间，宛如霞海中泛起的浪花，徜徉花
海，如置仙境。当天的开幕式后，慕名前来
的游客还纷纷在桃花前自拍、合影留念，感
受东江湖春天的浪漫气息。

此前，东江湖（白廊）桃花节已连续举
办五届，逐渐成为融文化交流、旅游推介、
招商引资为一体的综合性节会。 为进一步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白廊镇以
花为媒，以节促旅，全力打造和完善“东江
湖（白廊）桃花节”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和一
批农旅、文旅、体旅、商旅相结合的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东江湖畔 醉美桃花

� � � �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3月22日，尽管细雨纷纷，但挡不住湘桂
边境桂林、邵阳、永州的两省（区）3市群众来
东安县城赶春社的步伐， 当地自古有“挤社
火，腰不疼”的传统。

不到8时，东安县城舜皇城大市场及周边
区域早已人山人海，箩筐、簸箕、蓑衣等农具
有序摆开，麻糖、米糕等香气扑鼻，泥塑、木喇
叭等民间手工艺人当场献艺，人们啧啧称奇。

“大清早从新宁县赶过来，挤一挤闹子”
“我们从桂林市全州县过来买农具”……当地
民俗学者向记者介绍， 很多地方是在乡镇集

市赶春社，然而1000多年来，湘桂边界群众却
到东安县城赶春社。由来已无法考证，可能与
东安的地理位置有关。现在，东安县城春社也
从最初的虔诚祈福， 发展成为农资产品交易
和体验传统民俗的平台。

东安县城部分学校也组织学生赶春社实
践活动。“我们是舜德学校五年级学生， 我们
要把在春社里的所见所闻写下来、 拍下来。”
一位学生告诉记者。

据统计， 当天10余万名湘桂群众到东安
县城赶春社，商品总成交额800多万元。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
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唐冉 宁建华）3月23日
凌晨1时40分， 邵东县灵官殿镇耳石岭村的2
岁男童彭阳（化名）,在失踪约10个小时后成功
获救。目前，小孩生命体征良好。

3月22日下午3时许， 彭阳跟随母亲上山

扫墓，扫完墓后，没有及时跟随其母亲回家。
下午5时，家人发现小孩不在家中，四处寻找
未果，只好向镇村干部报告求援。

当时正在该镇党建扶贫夜校参加学习的邵
阳市委第四巡察组组长禹德辉听到消息后，立
即停止学习，带领全体干部展开搜救。巡察组和

镇村干部、群众、民辅警共200余人参与搜救。
当时天已渐黑， 耳石岭海拔600多米，气

温较低且下着细雨，山路湿滑，给搜救工作带
来很大困难。

搜救人员兵分5路， 进行地毯式搜寻。经
过8个多小时的艰苦搜寻，终于在一处山塘下
的茅草丛中找到了小孩。当时小孩全身湿透、
嘴唇乌青、 浑身发抖， 蜷缩在草丛中。“找到
了，找到了!”搜救人员立即将小孩送至附近医
院进行救治。

2岁幼童扫墓时失踪约10个小时
邵东干群联合成功营救

挤社火 腰不疼
东安县城10余万名湘桂群众赶春社

集中育秧
3月24日， 澧县城

头山镇周家坡社区，村
民在锦绣千村农业合
作社集中育秧基地铺
设催芽后的早稻育秧
软盘。最近，该县各个
水稻专业合作社及时
集中培育早稻秧苗，助
力农民种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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