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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黎小湘） “住了帐篷营
地， 玩了跑马射箭， 体验了民俗农耕
文化， 孩子们很开心。” 清明小长假，
在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禾田居山
谷， 益阳市民贺坤一家三口度过了一
个愉快假期。 近年来， 慈利县积极推
进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使旅游
产业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去年，
该县共接待游客894.6万人次， 实现
旅游收入52.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5%、 20%。

慈利县以传统观光资源为基础，
注重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 推出文旅
融合项目， 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 近
3年来共签约旅游项目32个， 签约资

金达240亿元， 陆续建成张家界大峡
谷玻璃桥、 禾田居山谷、 路上汽车酒
店等20个重点旅游项目； 张家界冰
雪世界、 张家界大峡谷蹦极等文化体
育项目加快推进， 一批具有慈利特
色、 吸引力大、 竞争力强的精品景区
不断呈现。

慈利编制文化旅游发展新标准，
制定红色革命遗址的分布图和红色旅
游的路线图， 开辟一系列红色文化旅
游精品线路。 连续3年成功举办“走
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 活
动； 打造袁任远故居、 苏维埃政权旧
址、 红军医院、 红军树等革命遗址，
成为红色教育目的地。 同时， 加大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将特

色地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推出南山
桃花节、 溪口月饼节、 牧羊冲茶马古
道茶文化节等， 丰富乡村文化， 做到
了文化育人、 旅游惠民。 开发一系列
地域性和民族性较强的旅游文化产
品， 提升文化资源的旅游功能和价
值。 如今， 龙潭河镇板板龙灯列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的岩泊渡镇
龙舟赛万人空巷， 高峰土家族乡打硪
号子被称为“民歌中的京剧”。

“文化提升旅游内涵， 旅游彰显
文化价值。” 慈利县委书记邱初开介
绍， 文旅融合， 推动了慈利旅游高质
量发展。 今年一季度， 该县接待游客
19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8.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0%、 15.5%。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刘从武）“党员干部进村与
群众一道植树种花， 开展森林防火宣
传，组织守坟山路口文明祭祀劝导，干
部辛苦了，但美了生态、保障了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还形成了村民群众文明
自觉的新风尚！ ”4月10日，宜章县委
书记王建球在总结今春生态文明建设
时向记者介绍。

宜章县统一部署， 从3月26日起
到清明节后， 组织党员干部、“两代表
一委员”、村组干部、宜章好人协会会
员、志愿者等，在246个村的路旁、水
旁、村旁、宅旁的坪地，开展植树造林、
种花等，种植香樟树、荫香、红叶石楠、
红檵木、柳树等乡土树种。 同时，结合
产业扶贫和乡村旅游， 种植桃树等经

济林、樱花等观赏花木，目前全县种植
树花共24万多株。 该县已连续8年实
施10万亩营林工程， 森林覆盖率达
62.33%。

植树的同时， 该县同步推进森林
防火工作，突出“提前谋划部署、强化
宣传发动、严格管控火源、加强值班执
勤”。 清明节前，做好“鲜花祭亲人”文
明祭祀宣传活动， 全体公职人员至少
安排1天时间回原籍开展文明祭扫宣
传； 每天出动680台巡逻车开展全方
位防火宣传， 共张贴防火宣
传标语1.3万条，通告2万份，
免费发放宣传纸杯6万个，发
送防火短信30多万条，印发
了《禁火令》《清明文明祭祀
倡议书》等40多万份。 4月3

日至7日，该县在主要公路、主要坟山
路口，重点火险区域、坟墓场集中地设
立临时检查点903个， 每天安排1.6万
余人排班值守检查，守坟山、蹲路口，
对过往人员车辆检查劝导，禁止鞭炮、
钱纸、 蜡烛等火源上山， 置换发放鲜
花，开展文明祭祀劝导宣讲。

据了解， 宜章县严防死守和宣传
劝导，赢得了今年清明期间“零火警”
“零火情”“零火灾”。

� � � � 探索推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
建设考察
张家界对干部政治表现

精准“画像”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王成 ）近

日，张家界市委出台《关于旗帜鲜明讲政治进一步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配套出台《张家界市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政治建设考察实施细则（试行）》，在全市范围内
探索推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建设考察，树立旗帜鲜
明讲政治的导向，为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该《实施细则》主要围绕政治建设考察的内容标准、方
法程序、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细化，对领导班子重点考察
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
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7个方面
的情况，对领导干部重点考察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
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5个方面的情况，为考准考实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表现提供依据和准绳。

为让考察有章可循， 张家界市重点设置民主测评、
个别访谈、 实地核查、 综合评定等考察环节。 通过民主
测评， 掌握民意民声； 通过个别访谈、 广泛听取纪检监
察、 信访、 审计等执纪执法部门意见， 切实找准存在问
题和不足； 通过查阅资料、 实地核查， 与访谈和听取意
见情况相互印证； 通过综合评定， 对干部政治表现精准
画像， 确保每个领导班子和每名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都
形象具体、真实准确。

对考察发现的问题，该市要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根
据反馈的意见逐条列出问题清单，采取台账制、交办制、销
号制管理办法，督促及时整改到位。坚持边考察边运用，组
织（人事）部门根据考察结果建立政治建设考察档案，对政
治表现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先评优予以重点倾斜、
提拔重用优先考虑，对政治表现差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一票否决”，视情况进行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益阳请来“环保管家”
为企业注入“绿动能”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李毅)今日，

“环保管家” 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益阳华盛创业园龙山
港园区， 对益阳昱丰电气有限公司进行环保验收和监测。
昱丰电气是一家专业生产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的厂家，此
前生产的高低压配电柜一直采用冷板材，需要酸洗磷化处
理，对环境存在一定影响，“环保管家”提出解决建议后，目
前企业已改用自主研发的C型材，并正在申请专利。

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是环境治理中的关键环
节。 益阳市大力推进环保攻坚战，在益阳华盛创业园率先
引进“环保管家”第三方服务，对环境问题“把脉问诊”并提
出合理化解决建议，助力园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益阳华盛创业园拥有华盛、龙山港、石壁湖3个中小微
企业创业园区，园内企业达81家。“环保管家”湖南沐程生态
环境有限公司今年3月入驻以来，已累计对园区存在环保隐
患的34家企业摸底调查，对发现的环保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并督促其进行环保改造。 目前，园区8家企业和龙山港创业
园污水处理站均已完成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其余26家不要求做环评的企业，已按环保要求备案。“环保
管家” 还为创业园制定了标准化厂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

“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有奖
长沙10天
奖励414笔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马超）4月8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
解到，自3月28日依托“星城园丁”APP开通“随
手拍”车辆交通违法举报以来，10天时间,长沙
交警共兑现奖励414笔。

据介绍，根据《长沙市交通违法“随手拍”举
报平台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举报成功后每起可
获得奖励30至50元。 3月28日至4月7日，平台共
接到群众举报5588条，已初审3790条，审核通
过598条，有效录入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平台460
条，目前财政已通过交警部门分两批次发放414
笔举报奖励资金，共计12420元。

长沙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社会关注
和管理需求，目前已将占用大客车专用道、违法
停车、 实线变道及闯红灯等常见且群众意见集
中的4类交通违法纳入“随手拍”平台，接受市民
举报。 在前期审核通过的598条举报中，实线变
道抓拍成功率最高，为394条，占比达65.9%；违
法停车183条，占比30.6%；占用大客车专用道
21条，占比3.5%；闯红灯0条。

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
住院大楼爆破拆除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涛 朱亚
军）今天上午10时20分，随着一声巨响，短短数秒钟工夫，
存在了32年的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9层住院大楼爆破后轰
然倒下。 据了解，新的住院大楼将在原址重建。

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大湖路的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住
院大楼建于1987年，由于消防设施不符合要求，成为我省
重点监管的火灾隐患单位。 尽管医院先后投入170万元整
改，但因大楼结构上的先天缺陷，无法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2017年10月，湘潭市政府决定对医院住院大楼拆除重建。
今年1月中旬，住院大楼全部清空，数百名病人被陆续转移
到内科楼、门诊·外科楼等地方，院内住户、职工以及病人
都在这次爆破前24小时内转移疏散。

麻阳为林农
“亮剑”护生态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滕珊珊 刘洋 黄巍）

近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和郭公坪镇纪委
组织人员， 来到长寿谷村张贴退耕还林和生态
公益林补助资金公示表， 现场答疑并受理群众
举报。“表上的面积和我家里退耕还林的面积是
一样的，对得上数。 补助资金也没错，已经打到
账户上了。 ”村民刘群说。

从去年10月开始， 麻阳县纪委监委针对
“一卡通”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集中开展退耕
还林和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管理专项治理，对
2010年以来退耕还林完善期补助资金和2009
年以来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发放进行到村到组
的公示公开，在18个乡镇设立信访窗口、制定受
理台账、公布举报渠道，并在各村设置群众信访
举报接待室。 各乡镇纪委依托“互联网+监督”
平台功能， 对辖区内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补
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查处， 逐村
逐户摸清补助资金发放情况， 第一时间受理群
众举报，及时将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

截至目前， 麻阳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补
助资金专项治理已覆盖全县216个村，收集纠错
信息户数626户，已纠正信息户数503户，收集
问题线索208个，解决问题139个，追缴违规资
金475759.7元。

“我们种田越来越
有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再丽 肖星群

春暖花开，阳光宜人。近日，涟源市杨市镇
金盆村种粮大户周起九一头“扎”进种植基地，
忙着进行稻田改造，“去年试着搞了80亩稻田养
鱼，收入还可以，今年准备再扩大300亩。”

20多年前，周起九的妻子因病去世，大儿子
外出谋生，他与智力有缺陷的小儿子相依为命，
居住在一间漏风漏雨的土砖房里。2014年上半
年，周起九被确定为村里首批贫困户。

精准扶贫的“春风”吹进村里，周起九心里
燃起了致富的希望之火。 他找到帮扶责任人村
主任周建龙，希望得到帮助。周建龙为他打气：

“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脱贫没问题。”经反复商讨，周建龙建议他规模
种植优质水稻。“我帮你想办法贷点款。”周建龙
说。

怀着忐忑的心态，2014年12月， 这位60岁
的老农接受了周建龙的建议， 决定承包田地发
展优质水稻种植。他以每亩80元的价格流转30
多亩荒田。周起九吃得苦、霸得蛮，克服各种困
难，不到2年时间，就将种植规模扩大到300亩。

2017年，村里又鼓励周起九成立金玖农民
综合专业合作社， 先后与村里700多户农户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 与60多户贫困户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长期或临时用工都优先聘用贫困户。

从小试牛刀到成为种粮大户， 贫困老农不
仅自己摘了“贫困帽”，而且带动村民发家致富。
今年，合作社流转土地已突破1100亩，曾经因
劳动力流失而抛荒的田土，摇身一变又成良田。

见种田有出路， 原本在广西做边贸生意的
大儿子周春风也返乡挽起裤脚种田。2016年，
他回到老家，专心帮父亲种水稻。

父子齐心， 其利断金。 周起九钻研种田技
术，周春风则学着使用农业机械。去年3月，父子
俩尝试稻田养鱼模式，水稻无公害栽种，鱼儿在
稻田里自由生长。 原生态的大米和田鱼价格虽
高，却依然供不应求，一些外地客户慕名前来采
购。

现在，产业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周起九的
小儿子也通过危房改造住进了新房。 他信心满
满地说：“国家扶持农业， 我们种田越来越有信
心！”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向阳 徐芳

4月2日，春雨初霁，记者走在南
县明山头镇耕余堂村里， 犹如在一幅
水彩画中游走：宽阔的水泥马路，纵横
交错的排灌渠道， 精致漂亮的居民住
房，别具一格的家庭农场……

耕余堂村位于南县明山头镇最南
端，全村966户，有贫困户138户，该村
位置偏僻、 地势低洼， 曾是个道路坎
坷、常年被积水侵扰的穷地方。

村党总支书记兰西良记得，2017
年的春天， 南县县委党校扶贫工作队
驻村帮扶， 从此在耕余堂村写下了一
个“春天里的故事”：村里基础设施建
设大变样，村民思想觉悟大提高，盛行
一时的人情歪风不见了踪影， 赌博迷

信无人问津，但凡有公益活动，村民争
先恐后参加， 甚至连偷盗案都许久不
再发生。耕余堂村风清气正，人人都在
思变。

刘道良是扶贫工作队队长， 他说
驻村之初，南县县委副书记、党校校长
詹再德叮嘱他们， 一定要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国家的扶贫政策，宣讲到每一
个村民心中，要做到“扶贫先扶志，施
策先知情”。

“我们不是一个工作队在战斗，是
举全校之力来帮村民脱贫致富!”刘道
良说， 党校的领导每月会来村里送上
一堂主题党课， 平常会借助远程教育
学习平台， 抓好全村党员干部思想政
治教育。 每个月， 党校的15位老师会
下到贫困户家中，聊家长里短，了解需
求。在实际工作中，工作队突出发挥党

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推选了9名离职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29户贫困户。

工作队一手抓思想建设、 组织建
设， 一手抓产业扶贫， 先后流转土地
1500多亩，合力推进该村的1750亩产
业园建设，44户贫困村民得以发展稻
虾生态种养业。 贫困户徐铁军去年的
收入超过了10万元， 他养稻虾、 种蔬
菜，今年他又成立苗木合作社，拉上了
16个贫困户一起干。“赶上了好时代，
一个也不能落下!”徐铁军高兴地说，今
年开春，合作社已经获得了两笔订单。

耕余堂村村委办公室里， 有一张
工作队自制的“脱贫攻坚作战图”，图
上标注了每一个贫困户的名字及其对
应的村组。贫困户陈清云说，每次看到
这张图， 他就联想到他们是在党的指
引下，跟着扶贫工作队奔小康。

党校扶贫先扶志 人人思变致富忙

植树防火并举育生态
今年清明假期实现“零火警”“零火情”“零火灾”

宜章

文旅融合迸发新活力
一季度游客数量、 旅游收入增长强劲

慈利

瑶乡新镇夜色美
4月9日晚， 夜色中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新镇瑶都水街金碧辉煌， 吸引不少本地瑶胞和外地游客前来游玩。 瑶都

水街是该县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167亩， 规划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总投资4亿元。
黎实 赵媛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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