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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 本届农博会开幕以来，新
田县东升农场打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的牌子， 参加展销的产品深受逛
展市民的追捧。展台负责人高兴地说，这真
是一块“金字招牌”。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永州行
动迅速。今年5月，永州、长沙、怀化3市的农
业农村局即与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签订《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此后，郴州、衡阳、常德、湘潭、岳阳、娄底也
相继签订协议。本届农博会上，株洲、邵阳、
张家界、益阳、自治州等5个市州的农业农
村局又与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签署该协议。

至此，全省14个市州已全部签约，抢抓粤
港澳“菜篮子”合作商机。

签订的协议明确了双方共同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的合作机制。根据该
协议，省内各市州要出台扶持政策，加快培
育辖区内符合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质量
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负责农产品产
地准出质量安全把关。而对方要搭建便利的
流通平台，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支持湖南辖区
符合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质量安全标准
的农产品进入平台流通。协助湖南在广州品
牌农产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上开展农产品
推广流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市场。

(相关报道见10版)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
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欧阳武力） 举行篝火晚会、
佤族特色歌舞表演、悬崖荡秋千……平江县石
牛寨景区推出五周年庆系列活动，引来如潮游
客。县文旅广电体育局党组书记宋炼钢介绍，近
年来，平江旅游走出一条脱贫攻坚、绿富双赢的
新路，迎来“井喷期”。1至10月中旬，全县接待游
客破1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5.7%；实现旅游总
收入102亿元，同比增长17.8%。

平江深入实施“旅游旺县”战略，全方位
优化旅游空间布局。 成立县旅游产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县财政设立

每年预算1500万元以上的旅游发展基金；联
合中惠旅集团、 安徽工程大学成立全国首个
体验产业经济学院，培育催生生态休闲农业、
创意产业等旅游新业态。

近3年来， 平江累计投入旅游重大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33.3亿元， 推进平
汝高速、平益高速、蒙华铁路等一批重大交通项
目建设，县城进入“长沙一小时经济圈”，全县所
有运营景区进入“县内一小时旅游圈”；全面完
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旅游配套设施；联合
打造环洞庭湖、大湘东精品旅游线路和跨省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对杜甫墓祠、坪上书院、张岳

龄故居等进行保护性开发，升级打造石牛寨景
区、连云山漂流、天岳幕阜山等高品质景区。全
县现有对外营业景区21家，其中4A级景区3家、
3A级景区7家，初步形成激情运动游、生态休闲
游、文化怀古游、乡村体验游4大旅游品牌。

平江还和阿里巴巴签订“农村淘宝＋智
慧县城”合作协议，联合推出150多种文旅商
品，打造横冲、高坪、尚山小隐等特色民宿点。
通过“公司+合作社+精准扶贫户”等模式，发
展乡村旅游合作社11家、 农家乐和农家宾馆
800多家，助力平江旅游不断“升温”。2018年，
全县旅游业收入占GDP比重26.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
56年前，在浙江诞生的“枫桥经验”风靡全
国。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6年
前， 习近平总书记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做出
重要指示。

从2018年9月开始，宁乡市将“枫桥经验”
请入家门， 用当地水土加以培育， 创新构建
“316”群众工作格局，探索出一条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宁乡路径。

今年9月，“316”群众工作机制运行期满

1年， 该市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统计显示，一
年来，全市受理群众有效诉求5.9万余件，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1.2万余件， 信访总量同比下降
39.6%，群众满意度上升到97.4%。

新格局———
从逐点攻破到全面布局

近5年来，宁乡的规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
长15.8%，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1%，发
展成果有目共睹。

城市发展，不能仅停留在数据上，更应将
发展红利与群众共享。 政府如何在这场传递
中当好“送货员”，让群众收取更多获得感？

第一步，摸清群众需求。一方面，宁乡将
书记信箱、市长信箱、网上舆情等各类群众诉
求归集至12345市长热线平台，实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另一方面，宁乡公开全市领导
的工作电话，市民如有诉求，可直接向领导干
部反映情况。

第二步，分类解决需求。宁乡以党群服务
中心为载体，通过不同职能划分五级需求：正
常办事找政务中心， 反映诉求找民声受理中
心，遭遇纠纷找矛盾处理中心，表达异议找信
访代理中心， 法治保障找依法治理中心。5个
中心，各司其职，群众大部分矛盾基本可以得
到解决。 荩荩（下转7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典型引路，示范推进，是地方工作一个重
要抓手。常德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着力
把“4+9”乡村振兴示范片打造成全市乡村振
兴示范高地，取得显著成效。

“4+9”，即市县共建桃花源、柳叶湖、西湖
和西洞庭4大示范片区，9个区县市各自主创
建1个示范片区。 全市示范片共涉及148个村
（社区），其中重点村50个，总人口30余万人。

近日，记者到常德津市、桃源、鼎城等地
示范村走访，看到的是村容整洁、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村民日子红红火火的场景。常德
市委书记周德睿介绍，乡村振兴战略在常德
实施近2年来，已深刻改变沅澧大地面貌，乡
村变得靓起来，农民变得富起来，乡风变得

文明起来。

整治人居环境
金风送爽，荷叶田田，杨柳依依，水鸟翩

翩。 位于津市毛里湖上游的白衣镇白衣庵社
区， 红色游道环绕荷塘， 前方不远处观景台
上，一批游人在眺望乡村美景。每到周末，很
多人来这里赏荷，采摘火龙果、无花果，热闹
非凡。

“一年前，13家藠果厂围滩而立，藠果加
工臭气熏天，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河沟，
流入毛里湖。河滩堆满垃圾，蚊蝇乱飞。”说起
当时情况，白衣庵社区居民康波直摇头。

变化来自常德市全面开展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去年，白衣镇关闭藠果厂，另选新址
引进投资商，建起高标准、有现代环保设施的

大厂。清理垃圾堆，建立垃圾转运站，实行垃
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溪沟两边
2个村(社区)各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溪沟上游
建起生物净水池，并清淤扫障，种上200亩荷
花。白衣镇党委书记刘波说，环境好转后，乡
村旅游兴起，给村民带来了可观收益。

乡村振兴，必须抓环境整治。去年开始，
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立军当起了“规划
师”， 部署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以武陵区芦荻山乡等10个乡镇为示范点，全
面推进环境卫生“三面五清”（即地面、墙面、
水面，垃圾清运、地面清扫、水面清洁、墙面清
理、违章建筑清除）。市里制定任务清单，细化
分解目标任务。 各地因地制宜， 共绘乡村美
景，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喜人局面。

荩荩（下转3版）

甜了乡愁富了民
———常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见闻

火了旅游强了县
平江1至10月中旬接待游客突破1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02亿

� � � � 新形势下如何创新群众工作？宁乡市陆续推出多项举措，构建“316”群众
工作格局———

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宁乡路径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陈昂昂）
应墨西哥合众国墨西哥州、 巴拿马共和国
科隆省、 古巴共和国哈瓦那省邀请，10月
16日至27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团赴上
述3国相关地区进行农业、经贸等方面的交
流访问。

在墨西哥期间， 李微微会见了墨西哥
联邦参议院海事委员会主席（亚太非事务
委员）埃鲁维埃尔·阿拉维·维勒加斯，就农
业、经贸等领域合作开展交流；赴墨西哥州
出席湖南黄金集团“墨西哥州循环经济产
业园项目对接会”。“要充分发挥园区示范
带动作用，通过湖南企业的入驻，带动更多
其他省份企业走进园区、 走进墨西哥。”李
微微说，省政协将积极向省委、省政府建言
献策，务实助推产业园建设。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中国
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 李微微先
后与巴拿马国会第一副主席苏莱·罗德里
格斯·卢、 科隆省长伊拉塞马·戴尔和科隆
自贸区总经理乔瓦尼·费拉里斯会谈，双方

就农业、经贸等方面交流合作进行了探讨。
代表团还深入科隆自贸区走访了当地华人
企业。李微微说，要借鉴科隆自贸区的先进
管理模式，助推湖南园区建设；希望当地华
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湘企湘品“走出
去”牵线搭桥。

今年是中古建交60周年，中古两国在生
物医药领域唯一的政府间合作项目“中国古
巴生物技术联合创新中心” 落户湖南永州。
在古巴期间，李微微先后与古巴国家商会副
主席鲁本、哈瓦那省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
席塔蒂亚娜·维尔拉·赫尔南德兹会谈。代表
团一行还参加了“中国-古巴生物技术联合
创新中心项目推进洽谈会”， 见证中心首个
产业化项目———典型猪瘟疫苗签约。李微微
说，将充分发挥政协作用，沟通好各级政府、
省直科技部门，进一步助推项目落实落地。

访问期间，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
驻巴拿马使馆临时代办刘波、 驻古巴大使
陈曦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省商务厅、省农业
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随团访问。

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将三湘美味送上粤港澳餐桌
全省14个市州与广州签约

助推更多湘企湘品走进拉美
李微微率团访问墨西哥巴拿马古巴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今天，湖南省特色
文旅小镇授牌仪式暨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
工作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省文化和旅游厅
为2019年湖南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授牌。

十大特色文旅小镇分别是： 浏阳市文
家市镇（红色文旅小镇）、永顺县芙蓉镇（民
族风情小镇）、洪江区古商城小镇（古商城
文旅小镇）、望城区铜官小镇（铜官古窑文
旅小镇）、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侗
歌文旅小镇）、岳阳县张谷英镇（明清民居
文旅小镇）、 龙山县里耶镇（秦简文旅小
镇）、桃花源管理区桃花源小镇（桃花源文
旅小镇）、长沙县果园镇（田汉艺术小镇）、
新化县水车镇（梯田文旅小镇）。

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按照文化内涵有
特色、 品牌影响有效应、 文旅融合有深
度、 产业发展有规模、 服务建设有体系、
管理机制有创新的遴选要求， 经层层筛
选和专家评审， 最终由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 力争用三年左
右时间， 将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文化和旅游
综合收入由2018年的100亿元左右提高到
300亿元以上。 各文旅小镇所在市州和县
市区要发挥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与农
业、教育、金融等产业融合，加强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充分发挥典
型性、示范性、引领性作用，为建设文化强
省和旅游强省作出新的贡献。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年以来，我省能源生产和消费加快转型，
“绿意”更浓。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 前三季度全省新型能源发电量大幅增
长，占规模工业发电量比重提高；能源消费
中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

据统计，前三季度，全省规模工业发电
1117.57亿千瓦时，其中新型清洁能源发电
69.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占全部发
电量的6.2%，较去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

各类新型能源中，垃圾焚烧、风力、太
阳能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6%、17.2%、
4.0%。

同期，全省能源消费呈现“三升一降”
优化格局。规模工业能源消费中，天然气和
生物燃料占比均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城
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占比同比提高0.1
个百分点，电力消费占比同比提高0.7个百
分点； 原煤消费占比同比下降3.3个百分
点。

湖南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授牌

前三季度我省能源
生产消费“绿意”更浓

10月25日，秋雨过后的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山间泛起云雾，远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与一幢幢富有特色的苗寨民居一起构成一幅仙境般美丽画面。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云涌十八洞

珍品荟萃·文物交流
———走进“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

2019湖南（金秋）
文博会升级改版

10月27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候机楼。当天，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基地项目亚洲跨度最大机库、亚洲最大运行控制中心和亚洲最大航空
食品生产基地全面投入运行。作为份额最大的主基地航空公司，27日起，南航计划将首批13条航线、28个航班率先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
全面进驻后，南航将承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40%的航空旅客业务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恒 摄影报道

南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基地项目全面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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