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王文隆）昨
天， 浏阳市召开创建全域美丽乡村暨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推进会， 同时推出全域美
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决定从2016年
起，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美丽乡村全域覆盖。

同一天，在四川召开的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现场会上，浏阳市捧回“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的金字招牌。

根据行动计划，浏阳市将用3年时间，
全域提质提标，建设10个示范乡镇，100个
示范村，300个示范“幸福屋场”，10条精品
线路，20个示范片， 基本实现美丽乡村全

域覆盖，并成功创建全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市）、全国美丽乡村先进县（市）和全国全
域旅游示范县（市）。

“要强化全域理念，将浏阳全境作为
一个系统性、立体式的大景区进行整体规
划设计，实现全面统筹、全面提升、全域覆
盖。”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

表示，将进一步提升乡镇、村庄规划，推动
城乡规划与美丽乡村、幸福屋场、全域旅
游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各具特色、各美
其美的美丽乡村。

从今年起，该市将按照“2000万元一
年，一定三年”的标准安排全域美丽乡村、
全域旅游建设专项资金，并将有效整合和

利用各类新农村建设资金， 集中财力，定
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发展。同时，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市场运
作方式，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
原则，鼓励各类投资主体以独资、合资、承
包、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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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刘飞 ）日前，娄底市组织
人员来到邵阳县， 考察该县油茶基地标
准化建设， 对该县以超常规举措发展壮
大油茶产业赞赏不已 。 这是继广西宁
明、 贵州黔南等地考察团后， 邵阳县接
待的第21批前来考察油茶基地标准化
建设的客人。

邵阳县是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牌
的“中国茶油之都”，并曾被国家林业局评

为“中国油茶之乡”，为全国重点油茶生产
基地县。目前，该县油茶林面积已达61.8万
亩， 其中新造油茶林标准化示范基地16.6
万亩、低改14万亩。去年全县产茶油1.39万
吨，居全省前列。

为发展油茶产业，近年来，邵阳县每
年整合5000万元以上资金，扶持油茶产业
发展，建立起林地流转奖励、 油茶生产奖
补、 油茶基地联点、 品牌创建扶持等多
种奖励机制。 同时， 全力推进油茶标准

化示范基地建设。 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林科院等单位合作， 从整地复垦、
挖穴栽苗、 配方施肥、 树体培育到密度
调控、 生物防治、 劣株改造等， 全面推
行标准化栽培技术。 目前， 已遴选127个
油茶优良品种， 建立5个良种苗木繁育、
对比试验、 高接换冠基地， 成立了19支
专业化服务分队和37家专业合作社， 发
展种植大户379户， 建成1000亩以上集中
连片油茶林标准化示范基地58个， 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6个“国字号”
品牌。

邵阳县还把油茶产业作为精准扶
贫、 富民强县第一产业来抓， 科学编制
了80万亩油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力
争到2020年， 全县油茶林面积发展到
80万亩， 其中建成亩产茶油45公斤以
上丰产林标准化基地35万亩， 茶油年产
量达到2.7万吨以上， 年综合产值突破
30亿元。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彭小兵 欧阳友忠 骆力军）近日，宁远
县举行产业扶贫座谈会暨小额贷款集中
投放签约仪式。仪式上，银信部门与17家
企业、9户种养户签订合作协议书，现场投
放产业扶贫贷款2640万元。

宁远县是省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还
有15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6.41万人。县里
提出“2017年贫困县摘帽，今年减少贫困

村60个，减少贫困人口2.5万人”的目标，层
层签订了责任状。县里建立“多元投入”机
制，整合20%以上涉农资金用于贫困村的
水利、交通、产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每个
贫困村建成一个100平方米以上的村级组
织活动中心。县里明确牵头单位驻村帮扶
资金不少于5万元， 每个后盾单位驻村帮
扶资金不少于3万元， 并组建常年扶贫工
作队, 从县直单位选派干部到贫困村担任

“第一书记”。实行结对帮扶，县级领导、科
级干部、一般工作人员进村帮扶，分别包7
户、5户、3户贫困户脱贫。

全县严格为贫困村、 贫困户建档立卡，
并实行动态管理，清退非贫困户10911人。农
信部门对贫困户评级授信， 由政府提供1万
至5万元的贴息扶贫小额贷款。 贫困户可通
过自主创业、合作社入股、大企业集中统还
等形式使用扶贫小额贷款， 形成企业带农

户、能人带农户、产业带农户的增收模式。回
乡创业青年唐永湘依靠县里的200万元产业
扶贫贷款， 办起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发展果木和养殖，帮扶50人就业脱贫。

目前，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 已建设移民搬迁点14个， 建成生态农业
“万字号” 基地10个， 发放扶贫贷款3363万
元，到位扶贫帮扶资金1.58亿元，启动项目建
设117个，带动1103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柳德新)记者今天
从省防指获悉，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过程，特别是
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水库防守， 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国家防总工作组抵达
我省，赴永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抗灾工作。

6日8时至7日8时，全省有37个县(市、区)176
个雨量站降雨超过50毫米。 澧县宜万乡宜万站降
雨量最大，达156.5毫米。今天17时，湘江双牌站、
归阳站仍超警戒水位。 酒埠江水库今天14时起按

不小于200立方米每秒开闸泄洪，双牌、欧阳海、五
强溪、江垭、皂市等5座大型水库继续泄洪。

澧县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袭击， 县防指通
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金
罗镇及时转移受山洪威胁的村民共56户143人。6
日8时至7日8时，自治州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州
防指于今天8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湘潭县泉
塘水库放水高涵发生漏水险情后，当地紧急处险，
目前险情得到控制。

湖南日报评论员

近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实地
调研“一湖四水”保护治理和开发情况时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永葆“一湖四水”安澜，为改善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贡献湖南力量。 这释放出了
湖南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重大信号。

今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用一句话明
确了长江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原则、
总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是长江经济带重
要的组成部分。 永葆“一湖四水”安澜，为
保护好长江一江清水贡献力量，既是湖南
永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长江流域 、对全
国生态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

贡献湖南力量，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 让日夜不息、奔腾入湖的湘资沅澧，让
浩浩汤汤的洞庭湖，注入长江的都是清澈
之水；让山川秀美、天蓝地绿的三湘美景，
为长江流域添色添彩。

为了保护长江这条“母亲河”，湖南一
直在努力。 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一号重点
工程”，湘江保护、治理成效初显 ，经过第
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源头攻坚战，湘江
污染减少了，河道畅通了，水质好转了，湘
江正一天天靓丽起来。 这样的成绩背后，
是湖南壮士断腕的努力：数以千计的污染
企业被关停搬迁 ， 沿江大片地区禁牧禁

养，投资数百亿元建成大批治污设施……
当然，湘江保护与治理远未到可以高

枕无忧的程度： 河道大型采砂还有无序、
过度现象， 一些地方生活污水直排江中，
“九龙治水”合力还未完全形成。

保护湘江，我们仍需持续发力。 今年4
月，省政府正式下达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二
个“三年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涵盖全面深
化工业企业污染整治，全面推进干支流两
岸及流域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完成
重点区域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
等七大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 ，我们要将保护 、治理的范

围从湘江延伸到资江、沅江、澧水和洞庭
湖，将一湖四水统筹起来，并结合长江三
峡大坝修建后，江、河、湖、库关系的新变
化，科学应对洞庭湖区水多、水少、水脏 、
水不均等问题，丰水期防好汛 ，枯水期确
保用水安全。

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也是更为激动
人心的事业。 从古至今，治水都是大事、难
事，也是好事、德政。 把水的文章做好了，
“一湖四水”安澜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造福湘楚，惠及长江。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到这
件功德无量的事业中来。

我省夏季
大型人才交流会举行

提供岗位2000余个，汽车行业
人才需求回暖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杨柳青 通讯员 贺小花）
今天上午， 2016年湖南省夏季大型人才交流会在湖南人
才市场举行，共有百余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各类岗
位2000余个。与去年相比，今年汽车行业人才需求回暖，
房地产营销人才在本季度需求也明显增长。

上午9时许，招聘会现场就挤满了求职者。记者了解
到，此次招聘会系湖南年度品牌综合性人才盛会，参会单
位不仅有楚天科技、湘电风能等知名实力企业，还有组团
来长招聘的双峰企业代表团。行业覆盖方面，生物医药、
汽车销售、制造业占比较高，热门职位集中在营销、招商、
行政、财务类。

湖南人才市场负责人介绍， 随着今年一季度国内汽
车销量的反弹，汽车行业人才需求回暖。今年一季度湖南
人才市场汽车销售企业每场占比超过10%， 比去年同期
增长30%，这一势头在当下仍然继续保持。而本场招聘会
汽车销售行业参会单位就有兰天汽车集团、 长沙正驰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

另一方面，受国家“去库存”政策推动，房地产营销人
才在本季度需求明显增长。 今年一季度湖南人才市场地
产企业参会单位每场占比超过8%。而电子商务和计算机
方面人才在一季度仍炙手可热，保持强劲需求。

开展劳务协作
推动精准脱贫

自治州与广东4市、长株潭3市
对接贫困人口劳务输出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张湘河）5月5日至6日，东
莞市派员到自治州龙山、花垣两县，对接贫困人口劳务输
出协作试点工作。在此之前，自治州已与广州市、深圳市、
佛山市就该项工作进行了对接，其中广州、深圳已于4月
间在自治州举办了首轮现场招聘会，260多人成功匹配
企业岗位。

今年3月15日，国务院召开贫困人口劳务输出对接座
谈会， 部署广东与湖南、 湖北开展贫困人口劳务输出对
接试点工作， 并要求形成可推广、 可复制的对接机制和
政策措施， 为推动全国面上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试点期
限为2016年4月至6月。

自治州为此制定了试点方案， 搭建了工作平台， 精
心组织实施。 该州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重点， 做到信息
到人、 到地区、 到企业、 到工种、 到培训需求等， 并摸
清有转移就业意愿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7.5万人等基
本情况。 同时， 自治州整合培训资源， 统一调度培训师
资力量， 统一安排培训场地和设施， 统一组织贫困劳动
力参加培训， 在湘西职院和各县市开设了9个劳务输出
培训班。 3月以来， 各县市已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
力4200余名。

5月5日至6日，6场贫困人口劳务输出对接专场招聘
会在自治州6个县同时举行。

这些招聘会由自治州政府和长沙、株洲、湘潭市政府
及龙山、保靖、泸溪、凤凰、永顺、古丈县政府分别主办，旨
在开展劳务协作，推动精准脱贫。招聘会共提供就业岗位
3795个，1796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自治州目前已有1.9万名劳动力在长沙、株洲、湘潭
转移就业。4月下旬， 自治州与上述3市进行了协作对接，
明确在劳务培训、岗位就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积极开展合
作。

首届“书堂山当代文人
书法周”今天望城开幕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谢璐）“王蒙， 王巨才，白
描，张瑞田，卞毓芳……”今天，来湘参加首届“书堂山当
代文人书法周”活动的众多当代知名作家、书法家陆续抵
达长沙市望城区， 他们一一在别具文化韵味的签到册上
留下自己的墨宝，或苍劲有力，或气韵流畅，或风格秀美。

首届“书堂山当代文人书法周”将于5月8日在“楷圣”
欧阳询的故里望城区书堂山开幕， 本次活动以“缘起楷
圣，文撼书堂”为主题，由中国作家书画院、长沙市委宣传
部、 望城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 邀请到国家文化部原部
长、 著名作家王蒙等数十位当代著名作家、 书法家走进

“楷圣”故里，共探书法雅韵，同谱文人佳话。
主体活动持续3天， 将通过当代文人书法作品展、共

植文化名人林、“墨舞书堂”笔会、创作陶瓷收藏壶、“欧阳
询与当代书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为文学、书法爱好者
及市民、游客带来一道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宁远县“多元投入”结对扶贫
已建设移民搬迁点14个，到位扶贫帮扶资金1.58亿元

邵阳县强力推进油茶标准化
新造标准化示范基地16.6万亩

永葆“一湖四水”安澜
是湖南人民的历史责任

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
国家防总工作组抵湘

浏阳3年内美丽乡村全覆盖
将建设100个示范村，300个示范“幸福屋场”

5月7日晚， 五彩缤纷
的焰火在橘子洲上空华美
绽放。当晚，长沙市举行以
《追梦青春》为主题的焰火
晚会。时隔半年，橘子洲周
末音乐焰火重新燃放。今
年的橘子洲焰火常规燃放
将持续至9月底，每周六晚
与观众见面。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李健 摄影报道

今年橘洲
焰火首秀

导
读

让社会科学普及惠及
更多人民群众 3版

理论·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