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杨玉菡 方亮)7月
24日，益阳味芝元食品有限公司抢抓晴好天
气，快速推进在益阳高新区投资的新项目建
设。“今年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后，我们只
到窗口提交了一次资料， 不到30个工作日，
冷库与研发楼建设项目就通过审批开了工。
今年底，这两栋楼将建成并投入使用。 ”公司
董事长龚政华说， 益阳高新区推出审批新
政，为企业带来极大便利。

今年1月18日， 益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挂牌运行，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提升审批时效，优化营商环境。 对工业
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审批，该局将原来分散
在7个不同单位的55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
起，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做到“一窗受理、
合并审查、集约审批、一站办结”。

益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卜永强介绍，以
前各部门虽在政务服务中心设有办事窗口，

但审批权还在原单位。 项目办个证，申请人
要区里、市里两头跑，提交的资料在水利、住
建、发改、城管等部门轮流转，各部门层层签
字。 全程下来，要盖近10个公章。 现在，包括
立项、招投标方式核准、初步设计审查、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证核发、竣工验收
备案等在内的工业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审
批手续，都集中到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每份材
料只需提交一次，资料可以共享。 对缺少非

关键性资料的项目，可容缺受理、限时补齐，
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

盖章少了，效率高了，项目建设大幅
提速。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益阳高新区
“一枚印章管审批” 已服务企业近100家，
推动区内工程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全区
新开工工业项目24个， 为目标任务的
120%, 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8%，高出益阳市平均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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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肖丽娟 肖
祖华 通讯员 罗佳成 杨贵新） 记者日前
从隆回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小沙江地区
天华、 新康等六大石材开采与加工企业，
已全部与当地达成关闭退出协议，并逐步
进入转产与生态恢复阶段。

小沙江地区平均海拔1350米，以生态
优良闻名， 当地种植的金银花久负盛名。
因境内花岗岩等优质石材资源也很丰富，
自2008年起， 这里陆续开办了6家石材企
业，运输车辆达560余台，给当地带来就业

岗位2500余个， 不少村民因石材开采受
益。 但石材产业兴起，也带来了生态环境
破坏，影响长远发展。 今年3月初以来，隆
回县开展石材产业环保整治攻坚战，制定
了石材开采加工企业关停退出实施方案，
设立了关停退出、污染防治、生态恢复等6
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县委常委牵
头，并细化了各方面的工作责任。 各小组
人员与镇村干部紧密配合，下沉到工地一
线和股东、村民家中，与大家细算眼前经
济账和长远生态发展账，解开了相关利益

群体的思想疙瘩，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隆回县想方设法让相关利益群体

得到政策上、经济上的补偿。 对村民租赁给
石材企业的土地分成3类予以解决， 即对已
被占用、暂时不能进行生态恢复的土地由政
府继续承租；能恢复耕种的土地，由政府在3
年内恢复到位，并支付村民3年租金；对没有
使用的土地，及时退还给村民继续耕种。

隆回县主要领导表示， 县里还千方百计
为石材产业转型及村民就业增收牵线搭桥，
已引导相关企业利用小沙江地区丰富的南竹

和金银花等资源以及现有厂房、人力资源，进
行竹席和金银花深加工，努力发展绿色产业。
由于措施得力，目前,小沙江六大石材企业得
到及时转型。一些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原来搞
石材加工，影响身体健康,现在搞金银花等加
工，既环保，收入也不差。

70万册少儿图书等你来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

召进）“把垃圾变废为宝，从我做起。 ”近日，长沙市开
福区水风井社区的小朋友们走进湖南省少儿图书
馆，积极参与暑期主题实践活动。

据了解，从7月28日开始，装修一新的省少儿图
书馆活动区正式“开门迎客”，副馆长鲁伟介绍，配合
刚刚翻修的6000平方米主楼，全馆将分为借阅区、绘
本馆、文学精品阅览室、报刊借阅室、国学馆、外文
馆、儿童阅读研究中心、儿童表演剧场等，为全省18
岁以下青少年提供70万册海量图书和活动阵地。

特别在暑假期间，省少儿图书馆还将以“快乐阅
读·趣味手工”为主题，开展“书中故事我来讲”“亲手
制作小风车”“我是小画家”“垃圾分类新时尚” 等主
题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翟安）长沙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中心近日对外发布，今年上半年，该市成
功预警劝阻4万余起电信网络诈骗， 受理全
市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7000余起，成功止
付银行卡4000余张，止付金额过亿元。

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大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长沙市虚构商品诈骗、信贷提
额诈骗、冒充身份诈骗等5种电信网络诈
骗警情类型案件频发， 总占比近70%，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造成的实际损失过亿
元。

在所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受骗人
中，女性比男性多，18岁至50岁占比近8成。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银花

7月21日,正值周末，湘潭昭山示范区
昭山镇红旗村的年轻伢子邱照却闲不下
来。他早早起床，带上修剪工具，一头钻进
大棚水果种植基地， 给水果依次剪枝、浇
水。 一上午时间，他忙得满头大汗。

邱照头脑灵活，在外干过销售、跑过运
输、搞过养殖。 去年，他从外地回到家乡红
旗村，利用学到的技术，专心做起了大棚水
果种植，一年收入近15万元。

吸引邱照回乡“筑巢”的，是红旗村在
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越变越好的生活环
境。

红旗村位于昭山镇东部， 由原红旗村
和黄茅村合并而成。 过去，村民主要以种植
水稻为主，收入不高，人们大多外出打工。

“为改变落后面貌，我们党员干部纷
纷‘想点子’‘找路子’，村支两委光开会研
究就开了十几次。 ”红旗村党总支书记邱
洋说。 这位80后书记认为，乡村要振兴，

首先得“振心”，要激发村民干事创业的热
情。

2018年初，红旗村党员干部带头，引
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 将土地集中流转，
开展规模高效农业种植。 仅一年时间，红
旗村就成立了3家专业合作社。 形成了5处
花卉苗木基地， 总面积约400亩；2处规模
化蔬菜种植基地，总面积约100亩。 如今，
走进红旗村， 展现在眼前的是成片开放的
三角梅，火红的月季，怒放的美人蕉，一步
一景，让人醉在其中。

种植结构的调整，不仅使村民获得了
土地流转收入，还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
实现了就业。王帆(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今
年22岁的他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一名
聋哑人，在外求职屡屡受挫。今年初，他在
村里的湘云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农产品
装车等工作，每天能赚150元，日子一天
天红火起来。

除了流转土地，红旗村还通过“四议
两公开”程序，将原红旗村和黄茅村村部

整体出租，并将现有村部搬迁至原黄茅小
学。 村部出租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等，红旗
村集体经济收入在2018年突破60万元，
人均纯收入逾3万元。

“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了，村民也获
得了更多实惠。 ” 邱洋介绍，60周岁以上
的村民每人每年可获得生活补助800元，
60周岁以下补助400元。 对本村户籍的村
民考取大学的， 村集体还会给予500至
2000元不等的奖励。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富起来，还
要让农村更美丽。”邱洋告诉记者，每逢村
里开会，这是他必讲的一句话。 2018年，
红旗村开展“党员示范家庭”评选活动，并
给获评家庭挂牌，鼓励党员发挥先进模范
作用。 该村实行“党员路长制”，分段包干
道路卫生、排查安全隐患；将党员中的致
富能手与全村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
帮扶。 2019年，该村又大力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新购一批垃圾桶，实行垃圾定
点分类投放，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上半年新开工工业项目为目标任务的120%

上半年5类电信网络诈骗频发

长沙预警劝阻
电信网络诈骗4万余起

千年“樟树王”
“逢春”又焕发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昭宇 刘得花 谢档

7月25日， 记者来到祁阳县黎家坪镇官塘村，只
见村头的“湖南樟树王”枝干虬曲苍劲，绿荫如盖。 村
民唐健生、柒志南正在给古樟打吊瓶，输营养液，村
民们在树下纳凉、下棋。

村支书朱小毛向记者介绍，近年，在省内外专家
的指导下，村民们齐心护树，千年古樟“青春焕发”。

经林业专家测定，该古樟树龄达1140年。 当地相
传为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10月，黄巢起义军
所植。 如今，古樟高28米，冠幅37.5米，胸径6.5米，14
个成年人才能合抱， 是湖南省发现的树干最粗的古
树。 在2017年省绿化委员会、 省林业厅开展的寻找

“湖南树王”活动中，被推选为“湖南樟树王”。
据了解，2013年，古樟长势曾出现衰弱，发展到

后来，向南的主枝部分枯死。 为救护古樟，祁阳县林
业局等部门邀请省内外古树名木保护专家， 实地为
古樟量身定制了复壮复绿救护方案。 村民们在专家
指导下，自发成立了古树保护协会，在古樟四周修筑
护栏，护栏外铺设透气砖和绿草皮，大家坚持轮流清
洗护栏，为古树浇肥。 曾有村民爬上古樟掏鸟蛋，被
村里严厉处罚。

记者发现，离古樟护栏不远，有一条水泥硬化不
到一年的村道，在专家的建议下，村民们在水泥路面
凿了不少洞，让古樟根系透水、透气。

省绿委会专家刘溅根、 广东飘之绿名木古树保
护有限公司专家叶伍森介绍， 下一步将重点实施改
良土壤、保障营养供给和防治病虫害等措施，让古樟
长绿。

有机肥成为了
君山菜农的“香饽饽”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开
见） 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镇上反嘴村是君山区传统
的精细蔬菜生产区， 也是君山区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示范村之一。 7月26日，头顶酷暑，记者深入田间地
头， 欣喜地看到有机肥替代化肥给当地菜农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

史忠诚是该村村民，以前在广东沿海打工，前年
他听说不少村民从事精细蔬菜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萌生了回家种菜的念头。 返乡后，他用打工攒下的积
蓄流转了十来亩土地，搭建了20多个蔬菜大棚。 他告
诉记者，他们用有机肥栽培的蔬菜完全符合绿色、有
机标准，生产的蔬菜口感极好，成为了岳阳蔬菜市场
的抢手货， 仅上半年每亩蔬菜获利就超过了1万元。
今年下来他家的蔬菜种植收入有望达到20万元，比
在广东沿海打工强多了。

作为湖南省主要的蔬菜供应基地， 君山区农业
农村局以湖南省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为机遇，
依靠科技进步， 强化政策扶持， 促进有机肥资源利
用， 该区已建立了5个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示范区，
试点示范面积达到了5000亩， 辐射面积达到3万多
亩，带动了周边2万多农户对有机肥的使用。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李
曼斯 通讯员 喻霞）今天，以“制造强市”
为主题的宁乡英才大会———生物制造专
家对接会召开。 近30名专家教授组建生
物制造产业专家指导委员会，为宁乡生物
制造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现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宁乡市人
民政府签订合约，今后将合作建立林业科
技示范点， 成立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申请林业产业与科技项目，培养林业科技
人才。

“在宁乡， 林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45%，植物种类有1000余种。从林业资源、
气候环境等方面来说，都有优势建成种苗
之都，发展苗木科技。”湖南省“百人计划”
专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树人学者”特聘
教授刘志明祖籍在宁乡，此次受邀成为专
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后，为家乡提出了一系

列构想。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玫瑰花的种植、

研发及销售，目前正在进行苗木进出口的
对接。 作为农林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的项
目，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 专家的到来对
我们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长沙湘
宁玫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喻
宁波表示。

此外， 作为全国分子诊断领域领军企
业，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在宁乡落
户区域医学检验中心。 通过这个检验中心，
将国际上先进的检验、诊断技术嫁接到国内
医疗体系，实现重大疾病防控。

益阳 高新区审批新政提速项目建设

隆回 果断关闭小沙江六大石材企业
舍弃眼前“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长远发展

昭山红旗村的蝶变

宁乡英才大会再“引智”
生物制造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乡村振兴纪实

烈日下,为湘江“美容”
7月28日，湘江长沙段北辰三角洲水域，保洁员顶着烈日在打捞江面漂浮的垃圾，衣服被汗水浸透。 受前段时间洪水影响，湘江

水上漂浮物垃圾增多。 连日来，相关部门组织60余名保洁员和打捞船，打捞湘江黑石铺大桥至三汊矶大桥、长约22公里水面的漂浮
物，每天打捞的各种水面垃圾达8吨之多，有效洁净了湘江水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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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避暑醉游人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赵彬 ）“哇， 好漂亮的星
空！”7月27日晚，在蓝山县云冰山景区观景
台， 来自香港的游客李先生拿出手机拍摄
星空图后兴奋地在朋友圈转发。 蓝山县举
办云冰山首届星空避暑节，400多名来自
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齐集云
冰山，体验星空避暑的浪漫与诗意。

云冰山地处蓝山与广东连州交界的南
风坳区域，最高处海拔1400多米，山坳间
南北气流在此回旋、交汇，形成独有的山地
小气候。即使在炎热的夏季，山上仍能保持
20度左右的夜间气温。盛夏季节，山上夜空
如镜，繁星闪烁，吸引大批户外露营和星空
摄影爱好者上山旅游休闲。

蓝山县因势利导， 举办云冰山星空避
暑节，打造南方星空避暑目的地，推动文旅
融合，并在云冰山设立南方星空拍摄基地。

“云冰山海拔高，夏秋多晴夜，山顶出
现星空概率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邓
李才博士认为，南方潮湿多云，很难看到星
空， 云冰山是南方地区少数适合观赏星空
的旅游点之一。

党员博士实践团
汝城送义诊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郑晓光 周科际）22日至24日，中南大学
湘雅口腔医（学）院“金扇子”党员博士实践
团赴郴州汝城县， 在汝城县中医医院和沙
洲村为400余名老百姓进行了坐诊和义
诊， 对近百名适龄儿童免费开展窝沟封闭
和涂氟防龋， 现场开展口腔健康宣教并发
放护牙宣传手册。

为了全面支援汝城县中医医院口腔学
科发展，湘雅口腔医（学）院和该院签署定
点技术指导协议并挂牌，湘雅口腔医（学）
院将为该院在口腔医疗、学科建设、管理与
服务等方面予以重点指导， 建立包含远程
医疗、培训、坐诊、免费接收医护进修和定
向转诊等较紧密的技术指导关系， 真正为
汝城县老百姓口腔健康带来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