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通讯员 蒋剑翔
邓鹏 记者 唐善理）11月22日， 北京世纪千
府设计公司专家组人员， 来到永州市零陵区
大庆坪乡芬香、田家湾、夫江仔、大庆坪等4个
中国传统村落，进行调研、论证，并制订发展
规划，古村保护发展迎来新的曙光。

大庆坪乡位于零陵区西南边陲， 与广西
桂林接壤。域内重峦叠嶂、峡谷纵横，
风光旖旎、空气新鲜、民风淳朴。该乡
保存大批极具民族特色的明清古建筑
群和茶马古道、古驿站、古井、梯田等。
2016年以来，该乡芬香、田家湾、夫江
仔、大庆坪等4个古村落，先后被住建
部评为“中国传统村落”。

近年来， 零陵区与大庆坪乡党
委、 政府高度重视古村落保护发展
工作， 多次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前来

实地考察、献计献策，并投巨资改善基础设
施，挖掘文化价值，使古村落焕发生机。今
年6月，芬香村成功举办首届瑶汉民俗文化
节，吸引上万名中外游客前来寻幽访古，体
验民俗风情。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吴巍伟）11月20日，华容县万庾镇官
洲村种粮大户楚四海起了一个大早， 将一
批“岭香丝苗”晚籼优质稻送到订单农业签
约企业泰平米业。“按照订单， 每50公斤
‘岭香丝苗’比常规稻高出25元。加上‘三农
兴’ 提供的全程社会化服务降低了生产成
本，每亩实际增收280多元。”楚四海掰着
手指算起今年收入账。

华容是全国四级农科网发源地、 全国

粮食生产标兵县。该县在“中国优质粮油工程
示范县”创建中，打造了“华容稻”区域公用品
牌。由岳阳市供销合作联社、华容县供销合作
联社、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共同组建的
岳阳市三农兴供销服务有限公司， 以“华容
稻”品牌建设为切入点，为种粮农户提供“保
姆式”全程社会化服务，探索供销服务改革新
模式。“三农兴”总经理卢寒冰介绍，“三农兴”
采用订单形式和水稻种植合作社、 种粮大户
签订粮食订购合同，约定统一供种，实现品种

优质高产；统一施肥，实行测土配方；统一施
药，实行绿色防控；统一收购，实行价格补贴；
统一培训，实现专业化生产，既保证粮食生产
品质，又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万庾镇官洲村39岁的村民徐清华从部队
退役后一直在深圳打工， 去年返乡流转108亩
稻田进行稻虾种养。正当他为缺少技术一筹莫
展时，“三农兴”将他请进“稻虾共生”培训班，又
派公司总农艺师杨学武为他全程提供技术指
导。徐清华说：“今年稻虾种养纯收入28万元，明
年全部种植优质稻，养虾技术也成熟了，收入会
更多。”据统计，“三农兴”今年签订单4万多亩，
可为当地农民增收近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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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常德高新区中联建起智慧工厂产值将
突破100亿元大关，正大国际生物基植物润
滑油项目签约3个月实现投产，常德经开区智
能电子产业园(金康光电)力争5年成为手机摄
像头行业“小华为”，常德版“迪士尼”———华
侨卡乐星球欢乐世界即将开园迎客……在常
德市，重大项目建设喜讯连连。

为加快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高质量发
展，11月19日至21日， 常德市召开2019年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流动现场会，全市今
年新开工、 新投产的重大项目接受观摩团
集体“检阅”。

19日上午，在西洞庭管理区湖南粤海

饲料有限公司， 一条全自动化生产包装线正
紧张作业。“24小时不间断作业， 一小时可生
产10吨饲料。”工人殷才刚告诉记者，这条现
代化生产线今年10月投产后，不仅提高了生
产效率，还大大减轻了工人工作压力，改善了
工作环境。

20日傍晚，初冬夕阳倒映澧水，河畔津
市港仍一片繁忙。今年4月，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和津市联合成立津市港口有限公
司，对津市港进行升级改造，现在该港拥有2
个千吨级通用泊位， 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
2000余万吨。港口负责人张林中介绍，津市港
作为我省13个重要区域性港口之一， 近日已
纳入深圳盐田港战略投资布局， 集装箱班轮
可直航岳阳港，开澧水流域集装箱业务先河。

21日上午，一阵秋雨悄然掠过，常德高
新区工程机械配套产业园机器轰鸣， 工人们
干得热火朝天。该园围绕已引进的中联重科、
中联恒通、特力液压等龙头企业主打产品，着
力建链强链补链，完善产业加工配套功能。项
目分二期建设，一期投资20亿元，已建成20
万平方米多层标准化厂房，荣泰机械等15家
配套企业签约入驻。

流动会现场，观摩团进工厂、问实效、查
不足，一路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常德实
施“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取得显著成
效。今年1至10月，新引进、新开工、新投产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分别达280个、197个、139
个， 总投资分别为922.29亿元、669.32亿元、
308.05亿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
留下……”初冬的早晨，岳阳市岳阳楼区税务
局第一税务所，陈婷哼着歌，脚步轻盈地走进
办税大厅。半小时后，同事们陆续到齐，开启
一天的微笑服务。

陈婷， 是一名入职税务系统才两年多的
“90”后，负责内控管理工作。“别看她年轻，
却是解决办税服务窗口‘疑难杂症’的好手。”
第一税务所副所长李果说。

2017年， 陈婷刚进入办税大厅工作，同
事告诉她，这里空间大、人声嘈杂，声音若是
小了，纳税人听不见就会烦，声音大点却有可
能被误解为态度不好，让人左右为难。

不久后，大家发现，在陈婷负责的窗口，
纳税人总笑容满面。她大方分享，秘诀就是在
工作中使用了微笑服务“金三句”———“您好，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请收好您的资
料”“请慢走”。同事们学以致用，慢慢地，办税
大厅的嘈杂声小了， 连大厅的保洁阿姨也学
会了微笑服务。

有一位叫向兴旺的老人， 每次到办税厅
办业务，总要找陈婷寒暄两句。老人说，自己
耳朵不好、记性也不好，陈婷每次笑盈盈的，
手把手教他办税。陈婷的真心付出，赢得了纳
税人的称赞：“你的微笑是最美的。” 至今，她
保持着零投诉的纪录。

“我的税控盘无法申报增值税，明天时间
就要截止了，麻烦你们帮忙解决一下。”一天

下午， 某公司办税员陈莉心急火燎地来到办
税大厅。“别急，请拿给我看看。”陈婷目不转
睛地盯着电脑，反复尝试后找到了原因：该公
司的税控盘分盘数据上传失败， 影响了主盘
申报。 按期完成申报后， 看着纳税人满意离
去，陈婷露出了笑容。

在同事许筱昀眼里，陈婷是自己学习的榜
样。早上8时上班，陈婷7时20分就到岗，整理早
会学习的政策和业务资料。陈婷的桌上总有一
本与税务相关的书，总会抓住空闲时间给自己
“充电”。凡有不懂的业务问陈婷，她总是不厌其
烦地解答。从业两年多来，精于业务、勤于钻研
的陈婷，已获得岳阳市税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

谈及为什么回家乡做一名基层税务人，
陈婷说起了一次青春“叛逆”。本科毕业后，被
保研的陈婷不顾父母反对， 参加了全国第15
届研究生支教团，赴贵州支教1年。支教的学
生多为留守儿童， 陈婷上音乐课教唱最多的
就是《歌声与微笑》。“要做一朵美丽的映山
红，长大唱歌给更多人听。”陈婷带着他们从
歌声中汲取力量，微笑面对人生。她还跟着支
教团其他成员，为当地学校募集了10余万元
资金和物资，为6名贫困生联系爱心人士进行
点对点帮扶。

这次特殊经历， 让陈婷对基层有了更深
的了解， 也在她心底埋下为民服务的种子。
“我将努力做好税务工作， 服务好企业和群
众。”陈婷的工作日记第一页，写下了这句青
春誓言。

11月23日，东安县鹿马桥镇简
家岭村，游客在体验瑶家生活。该村
曾是省定贫困村，通过精准扶贫“点
亮农村”行动，修好了10余公里的
进村盘山公路，人居环境大为改善。
瑶岭山上的自然风光和瑶家农耕文
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入村赏景，体验
田园乐趣。 昔日的偏僻瑶乡成了乡
村旅游新景点。

严洁 唐时辉 摄影报道

沙场点兵
———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流动现场会侧记

“你的微笑是最美的”
———记岳阳市税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陈婷

华容为粮农提供“保姆式”服务

零陵古村保护发展迎来新曙光

偏僻瑶乡
变身旅游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