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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徐德荣 聂沛 通
讯员 胡连红)连日来，电影《英雄若兰》摄制组正
在耒阳市紧锣密鼓地进行选景布景、海选演员等
拍摄准备工作。该电影讲述的是耒阳早期革命家
伍若兰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故
事。这是耒阳市红色资源焕发新活力的又一探
索。

耒阳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
为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文化，耒阳市委去年全
面调研，推出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制定“1个规划、2个红色文化片区、3条精品红色
游线路、4个陈列布展、5个活动”行动方案，让红
色资源“活”起来。

去年9月起，耒阳市在革命战场遗址马阜岭
公园开展红色故事汇活动，每周六由志愿宣讲员
讲述3个本土红色故事。今年受疫情影响，红色
故事汇由“线下”改为“云上”，邓宗海、朱舜华、谭
衷等耒阳英雄形象，在网上鲜活起来。

耒阳成立红色文化普查小组，对全市30个乡
镇、街道走访调查，进一步摸清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资源遗存情况。同时,建设“湘南起义在耒阳”专
题馆，开展党史馆新址陈列展、梁氏祠堂陈列展
等，集中展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通过拍摄
电影、微视频，编纂图书、乡土教材等，让党员群众
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加快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是耒阳让红色资源
“活”起来的重要一招。该市先后打造“水东江红色
文化片区”和“金南红色文化片区”，建设“湘南起义
进耒阳”“耒阳军民反围剿”“井冈山会师”3条精品
旅游线路，将众多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串珠成链。
去年3月，耒阳市成功入列全国第一批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示范县；去年6月，位于该市的湘南起
义旧址群——培兰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
处旧址——梁氏祠堂和伍若兰故居等3处革命遗
址修缮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

“活”起来的红色资源给耒阳市党员干部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耒阳市上下团结一心，做
到抗疫发展两不误。在近日“争先创优”第3期通
报中，耒阳市规模投资入库额、招商签约落地项目
数、银行信贷投放量3项指标在衡阳A类单位排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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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张璇 通讯员 罗筱波

夏至时节，记者驱车踏看163公里长江湖南
段岸线，只见绿意奔涌、人鸟相依，一幅水清、岸
绿、滩净、景美的“美丽岸线”画卷徐徐展开……

岳阳，襟带万里长江，怀抱浩瀚洞庭。面对
长江、洞庭湖生态保护与治理这场攻坚战、持久
战，岳阳干群一心，众志成城，一个一个节点攻
破，一处一处短板补齐。该市狠抓岸线码头、黑
臭水体、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等工作，
2019年全市3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3.2%，长江在岳阳境内达到Ⅱ类水质，洞庭湖除
总磷外,其余指标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岳阳6
年内5次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杨柳依依水岸斜

以前，君山华龙码头是非法砂石码头，常年
砂砾成堆、尘土飞扬；如今，却成了候鸟的乐园，
越冬水鸟数量超过24万只，创近10年之最。

这，得益于岳阳以超常力度推进长江岸线、
环洞庭湖水域码头整治。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干
部钟永辉介绍，2017年以来，岳阳关停长江沿线
39个非法砂石码头、84个洞庭湖非法砂石堆场，
港口码头复绿47.7万平方米。同时,关闭42个小
散乱、环保不达标的生产性泊位，完成20个千吨
级码头泊位的提质升级。

要经济还是要生态？干过多年环保工作的
岳阳市委书记王一鸥信念坚定：只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才能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曾经为发展湖区经济而引进栽种的欧美黑
杨，却是破坏湿地、影响行洪的“元凶”。铲除黑
杨，势在必行。

4月初，华容县注滋口镇洞庭湖区域伐木队
伍提前集结，力争在汛期前完成 1084 亩黑杨的
清退任务；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每3
分钟就有1棵黑杨应声倒地，随后被切割成原木，
运送至码头……

截至目前，岳阳已累计清理欧美黑杨3万多
亩，完成生态修复 2.8 万多亩，整治洲滩 10 处
7300多亩和岸线3.4公里，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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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宁乡市
金洲镇，由中铁十一局集团
承建的常益长铁路安岭隧
道进口、出口两端胜利“会
师”，标志着该铁路全线唯
一一座二级风险隧道提前
2个月实现贯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常益长铁路
安岭隧道
贯通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肖雯栎

6 月 21 日下午，2020 湖南（国际）文化旅
游产业博览会暨文化和旅游装备展（简称旅博
会）在长沙闭幕，交出亮眼成绩单：3天的展会
共吸引近4万名观众现场观展，带动房车及旅
游装备、旅游线路、文化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
乡村旅游扶贫产品等文化旅游线上线下消费
成交近 4000 万元，线上线下超 2000 万人关
注。

近4万人观展，现场成交近4000万元

本次展会以“锦绣潇湘 品质文旅”为主
题，秉承“文旅创新融合，打造品质交易平台”
的思路，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全程运
营。

为期 3 天的展会亮点纷呈，成果显著，在
总展览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展馆内，分设6大
主题展区，汇聚了 386 家包括贵州、江西、广
西、西藏等省内外的文旅机构、优质旅游目的
地、景区景点、旅行社、文创科技企业等旅游服
务商及供应商。

据组委会发布的数据，3天观展总人数近
4 万人，高净值买家云集，来自江西、广西、广
东、四川、西藏山南等地旅游机构组团参观，专
业观众及嘉宾人数超过3000人，线上线下超
2000万人次关注。展会带动了房车及旅游装
备、旅游线路、文化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乡村
旅游扶贫产品等文化旅游线上线下消费成交

近4000万元。
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7 家金融机构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总授信额度达到2410多亿元；全
省文旅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签约金额
99.129亿元。

首次全面展示文旅扶贫成就

据介绍，本次展会首次全面展示了近年来
我省文化旅游助力扶贫攻坚的成果，推动精准
脱贫与乡村振兴接驳。“湖南省文化旅游扶贫
成果展”立体解读大湘西、大湘东地区13条文
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的特色与亮点，集中展示
湖南文旅扶贫的先进经验与典型案例，让观展
者零距离“看见、听见、遇见”每条线路上的乡
村客栈、精品景区与特色扶贫村镇。

展区内特设了 300 平方米的湖南乡村旅
游扶贫产品大卖场展销区，古丈毛尖、宝庆三
辣、洗车河刘大姐霉豆腐等一系的特色旅游商
品以“地摊”的模式搬入展区，让观展者一站式
购买省内各地的特产好货。

“这湘有礼”云直播与湖南日报集团、淘宝
直播、抖音直播、京东、有赞商城等平台合作，
为湖南非遗美食和湖南“中华老字号”食品企
业开通网络直播，为各市州特色的农特产品、
文创产品、旅游产品促销拉流。

省文旅厅、省发改委联合为湖南旅游扶贫
重点工程“送客入村”计划发放奖金 1118 万
元，进一步激励旅行社有计划有组织输送游客
进入精品线路上的特色村镇，推动贫困地区群
众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脱贫致富。▲ ▲

（下转2版①）

近4万名观众现场观展，成交近4000万元——

湖南旅博会交出亮眼成绩单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曾彦彦)今天（21 日）开始至 25 日，湖南
自北向南将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最强降雨时段为22日至24日。今天9时起，
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四级为三级应
急响应命令，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
洪灾害黄色和蓝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
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

此轮强降雨因何而来？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刘剑科介绍，当前我省已经进入梅雨季节，因

原先在长江以北地区的梅雨锋南压，加之受高空
低槽、低涡切变线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21日
晚上开始，省内自北向南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降水
强度强（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具有极端
性，需加强防范。”刘剑科提醒，今天至25日，
需重点防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
常德、益阳、岳阳、怀化、邵阳、娄底强降雨叠加
引发的流域性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
涝等灾害；

▲ ▲

（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勇）根据
气象、水文预报及《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
关规定，省防指决定：自6月21日12时起，在
全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据悉，这是我
省今年入汛以来第二次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

根据天气预报，我省 6 月 21 日至 25 日将
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一次降雨过程，自北向
南将出现大范围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预计21日至25日，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

雨量 100～200 毫米；200～300 毫米的区域
笼罩面积达 6.1 万平方公里，包括：湘西南部

（保靖、花垣、古丈、吉首、凤凰、泸溪），张家界
北部（桑植、慈利、武陵源），常德西北部（石
门），怀化全境，邵阳北部（隆回、洞口、绥宁、城
步），岳阳南部（平江、汨罗、湘阴），娄底西部

（新化），益阳（桃江、赫山、沅江）；300毫米以
上的区域笼罩面积达0.3万平方公里，主要发
生在洪江、会同、绥宁、洞口。 ▲ ▲

（下转2版②）

预计21日至25日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200毫米

湖南再启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暴雨应急响应升级

气象山洪地质灾害同时拉响警报
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降水强度强

翻箱倒柜找问题 数字清零声声急
——娄底市“百日攻坚行动”连续8次“双周调度”确保高质量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见习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曾黎明 蒋烨玲

“上期脱贫质量‘回头看’，新化县槎溪镇一贫
困户仍住 C 级危房……”6 月 18 日晚 7 时 30 分，
娄底市脱贫攻坚“百日攻坚行动”第8次双周调度
会准时召开，市扶贫办主任禹云华首先发言。市
委书记刘非即时视频连线槎溪镇党委书记付小
兵，询知该贫困户因个人原因尚住在C级危房，当
即指示相关市领导次日现场督处。

为确保高质量脱贫、脱贫质量“回头看”发现
的问题在6月30日前清零，娄底市“百日攻坚行
动”补短板强弱项，自3月13日以来，连续8次“双
周调度”，通过主、分会场视频连线区县市、乡镇，
点对点解难题。

找题：翻箱倒柜拉网过筛

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巩固脱贫成果，首先要找

到问题。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娄底市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建立市委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双周调度机制，以“市级主督、县级边战
边督、乡村主战”挂牌作战，成立4个市级常态化
督查暗访组，通过“四不两直”到乡村“翻箱倒柜拉
网过筛”找问题。遴选 66 名干部重点驻村帮扶
61个村，在督、战、帮中找问题。

双周调度会召开以来，全市39名市级领导带
头督战40个乡镇137个行政村，共交办608个问
题。涟源市市长刘杰深有感触：“双周调度会高位
推动责任压实，通报问题见人见事，交办任务到时
到点，层层传导压力，精准解决问题。”

解题：寓督于战边督边战

找到问题后，“双周调度会”要求相关单位列
任务清单，一事一策明确责任人、时间表、路线图；
对工作不力、违规违纪者，由纪委监委立案查处，
共处理21人。

第二次调度会，与会领导察觉新化县游家镇
拆旧复垦进度慢，责令整改。游家镇组织5支队
伍80名工作人员，10天内拆旧复垦到位，如期向
第三次调度会交卷。

第三次调度会，冷水江市因无房户加需保留连
体房比例过高被点名，在第四次调度会上得到肯定：
10天拆除293户，无房户加需保留连体房占比从
63%降至26.47%。冷水江市委书记向乾勇说：“落
实双周调度会要求，我们拿出攻坚拔寨一鼓作气的
决战状态，深入一线仔细核查，能拆则拆应拆尽拆。”

“虽然镇里无交办的问题，我们同样感到压
力，会后主动对标对表排查。”双峰县洪山殿镇党
委书记李红辉表示。

答题：数字清零决战决胜

“百日攻坚行动”收官在即，双周调度会发起
总攻：强化作风建设，发挥行业作用，凝聚攻坚合
力，确保高质量脱贫。

▲ ▲

（下转5版）

6月21日，双峰
县井字镇花桥村，农
民在晚稻秧田里劳
作。当天是农历二
十四节气中的“夏
至”，当地农民忙着
开展夏种夏管作业，
为丰收打好基础。

李建新 摄

夏至
农事忙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
达 通讯员 吴林）6月18日，永州市举行第
三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活动，开工重点
项目86个、总投资191.06亿元，签约招商项
目 72 个、总投资 149.31 亿元。永州市全力
攻坚项目建设，实现重大项目建设“不停

步”，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为全力推动“六稳”“六保”任务落地落实，永

州市决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签约活动。各县区把发展的压力转化成干
事创业的动力，全市前两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74个，总投资586.71亿元；

▲ ▲

（下转2版④）

永州第三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86个项目开工，72个项目签约，总投资340.37亿元

邵阳县9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14.8亿元

湖南日报6月 21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飞 蒋璟）6月18日，邵阳县举行
2020 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9 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14.8 亿元。项
目的签约将为邵阳县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包括邵阳吉电长乐
100 兆瓦光伏电站、植保无人机产业基地、
环保智能化锂电池项目。

邵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行保
姆式服务和“五个一”工作机制，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为客商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确保
项目顺利开工、投产。

产业项目建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