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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袁忠民）8月22日， 记者在永州
市零陵区贤水河沿线看到，千亩荷塘荷
花绽放，老街面貌焕然一新。零陵区去
年开始重点打造的“永州之野”精品旅
游线路基本成形，现已开门迎客。

零陵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
古城，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区围绕
“潇湘之源、诗画零陵”的形象定位，全
面实施“旅游升温”和“旅游旺区”战略，

着力发展旅游产业。“永州之野”精品旅
游线路以“零陵古城”项目为核心，以香
零山、异蛇科技生态园、人民桥水上世
界、贤水河沿河风光带、周家大院古村
落、仙姑故里为节点，注重重点景区建
设，串联沿途风景点，让游客体验农耕
之趣、休闲之乐、乡村之美。“突出具有
鲜明特色的‘进城、下乡、入水’3种体
验，依托贤水河流域的自然风光和历史
文化底蕴， 将其建成零陵旅游样板线

路，带动全域旅游发展。”零陵区委书记
唐烨介绍。

零陵区将打造“永州之野”精品旅
游线路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结合
起来，采取企业投、银行贷、政策扶、乡
村土地流转等措施， 解决投融资难题。
共投入2.56亿元，将该线路和项目进行
精心规划、重点修缮和全面建设。现在，
这条线路上的淡岩石刻、周家大院古建
筑、涧岩头古村落、进水漂流、仙姑遗

址、紫薇花谷、高贤荷海等，交相辉映，
美不胜收。

旅游景点升级 ， 吸引了大量游
人。零陵区旅游局负责人介绍，上半
年，全区接待游客380.65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18.9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9.94%、16.46%。其中，“永州之野”精
品旅游线路独占鳌头。为扩大当地旅
游影响力， 该区还将于8月26日举办
首届乡村旅游节。

“永州之野”开门迎客
零陵区打造精品线路推动“旅游升温”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张友亮） 初秋的石门县
新铺镇永兴桥村，呈现出丰收的景象。很
多农户家的前坪摆满了蜂箱， 有椭圆形
的、四方形的，还有的农户将蜂箱挂在屋
檐下。8月23日上午， 在一栋四面环山的
农房里，村民马世银正在忙着采集蜂蜜。
他开心地告诉记者，今年初，石门县供销
社驻村扶贫工作队弄来了110箱中华蜂，
交给村里11户贫困户养殖。仅这一项，他
家今年纯收入可增加3000元。

据了解，在石门县贫困山区，已有
1000多户贫困户靠养殖蜜蜂摘掉了“贫
困帽”。

石门县山清水秀， 生态环境良好，
养殖蜜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脱贫
攻坚中，该县供销部门针对部分建档立
卡贫困户人口少、劳力缺、门路少的情
况，充分发挥其旗下产业协会———蜂业
协会的作用，为贫困户提供蜂箱、技术
培训、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促使当
地养蜂业迅猛发展。目前，全县养蜂户

发展到1.4万多户， 从业人员4万多人，
养殖中华蜂5.6万多箱。 按目前市场行
情，养蜜蜂年收入共计可达1.3亿元。

随着养蜂业兴起， 石门县又把着力
点放在帮扶那些特困户上。 今年6月，县
委在永兴桥村召开蜜蜂养殖现场推介
会，还将其列为全县产业扶贫项目之
一，在122个贫困村推广。由县蜂业协
会提供蜜蜂、蜂箱与技术指导，贫困农
户负责搞好日常管理，不需要投入其
他成本。同时，驻村扶贫工作队、县直

各单位和社会力量纷纷投入这项“甜蜜
的事业”，为贫困村赠送蜜蜂3000多箱。

石门县蜂业协会会长严清华告诉
记者：“养殖蜜蜂，既解决了贫困户增收
问题，又扩大了产业规模，形成了地方
品牌，一举几得。”

“甜蜜事业”喜摘穷帽
石门县1000多贫困户养蜂脱贫

8月20日， 空中俯拍郴州市
苏仙区飞天山镇敖头岭村猫王
寨，发现一景点似“大脚掌”形。
该“大脚掌” 由6块巨石组合而
成，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6个
直立巨石高度分别在70至100米
之间。 邓仁湘 摄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龙盘）今天上
午， 衡阳市易创空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正式开园，20家新兴行
业企业入园开始“孵化”。

易创空间孵化基地位于衡阳市蒸湘区衡祁路， 由一所闲置
学校的校舍改建，占地3700平方米，由蒸湘区政府投资建设。基
地内设创业学院、导师俱乐部、创投俱乐部和共享办公区等孵化
空间，可为创业企业提供项目推荐、政策指引、信息咨询及工商、
税务、法律等多项创业孵化服务。据了解，蒸湘区已成立专门班
子，为基地建设和发展协调服务，并每年提供一定创新创业扶持
资金。

“预计今年底进驻的企业可达45家， 解决就业岗位300余
个。”蒸湘区委书记周法清表示，将切实做好孵化基地发展要素
保障，提供优质管理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何昕）今天，记者从省
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获悉， 经过两年
多选种、栽种和综合测定，该所在新
田县陶岭镇东山家庭农场开展的陶
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实验， 取得阶
段性成果。

陶岭三味辣椒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产地范围仅为新田县陶
岭镇。 这种辣椒外形肉厚、 鲜红、透
明，具有辣、甜、香3种滋味。然而，近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 陶岭三味辣椒
品种退化严重。

2015年，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专家在陶岭镇海选出100余份辣椒
样本，进行初步试种对比。今年，选出

12个单株进行初步提纯。目前，通过
测试各项数据，拟定两个株系基本符
合陶岭三味辣椒亲本，并于今年7月
完成二次育苗。

项目技术总指导、省农科院蔬
菜研究所专家郑井元博士介绍，
目前的主要成果包括： 完成了陶
岭三味辣椒标准的判断， 并初步
完成了三味辣椒农艺性状的综合
测定，对其花期、果型、生育期、产
量、 辣椒素含量、 辣椒红色素含
量、抗性水平有了量化标准。完成
了代表三味辣椒遗传稳定性和多
样性水平的两株优异株系的整体
鉴定， 可望用作大规模制种的原
种和亲本。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戴鹏）今
天上午，株洲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通报
10起食品药品违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食
品行业6起、 药品行业3起、 化妆品行业1
起。据悉，去年以来，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认真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加强与公
安机关协调配合，坚持重典治乱，始终保
持严惩重处的高压态势。全市查办食品药
品违法案件1413件，刑事拘留98人。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丁会云）今日，广东临湘商会34名乡
友企业家结伴返家，开展“育才行动”。当
天，37名即将走进大学的学生领到助学金
和生活补贴，共计37万元。广东临湘商会
启动“育才行动”，组织在粤临湘籍企业家
回乡一对一帮助家庭困难学子。短短1月，
动员34家会员企业帮扶37名困难学生。商
会负责人陈小平表示，将特设每学期每人
5000元奖学金制度，奖励优秀学生。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蒋晓斌 颜石
敦）8月21日，总投资10亿元的临武县宝
玉石文化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据介绍，
该园占地7.8万多平方米，集展览、商贸、
鉴定、研发、科普、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
建成后将成为华南乃至全国著名的珠宝
生产、加工、展示、拍卖、销售及原材料交
易中心。该园分两期建设，整个工程将在
2019年上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石绍辉 吴中华

花垣县公安局三角岩派出所副所
长石国胜，1米6的身高、50岁的年纪。
可就是这位苗家汉子， 被湖南公安系
统誉为“扁担精神”的代表，其形象被
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雕
刻成大门外的浮雕。

那还是2000年的事。 全省推行户
口微机化管理， 石国胜是花垣县内首
批掌握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人才， 被从
县教育局调进花垣县公安局户政股，
负责全县户口信息的录入。

条件最艰苦的，是当时的两河乡，
12个村中便有8个既不通路， 又不通
电。石国胜准备一根扁担，两个箩筐，
挑着电脑和小型发电机， 逐村逐寨地

开展户口信息的录入。 经过20天的加
班加点， 总算完成了两河乡户口采集
录入工作。

“扁担精神”，从县里传到了省里，
并得到高度肯定。

2014年以前，花垣县城区发案数，
占全县发案数的70%左右。 由此可见，
管住城区就抓住该县社会治安管理的
“牛鼻子”。

为了扭转花垣县城区治安管理难
题，该县决定推行网格化管理。首先要
将网格里的房屋、居民信息进行采集。
工作量巨大，既要细心又要耐心。

重担又落到了石国胜身上。 他从
治安状况最复杂的登高楼社区入手，
挨家挨户调查走访、登记、拍照。由于
白天大多数人都在上班， 他只好采取
错时工作法：上班时间整理采集资料，

晚上和下班时间调查走访。
通过两个月的努力， 石国胜不仅

把社区房屋、 居民的信息和图像掌握
了，还把群众的所需、所盼调查得清清
楚楚， 把网格化管理提升到改善民生
的高度，把治安难事做成了满意工程，
从城区推广到农村。

2016年初， 花垣县公安局把石国
胜调到三角岩派出所任副所长， 除了
分管户籍和社区工作， 还要兼任浮桥
社区民警。 石国胜常对社区民警和户
籍员说:“老百姓办事不容易，我们要把
百姓的事当自己的来办。”

花垣县是一个苗族聚集县，全县31
万人口，75%以上是苗族，绝大部分百姓
讲苗语。石国胜充分利用他的苗族身份
且会讲苗语， 工作中总是贴近百姓，百
姓形象地称他为“老黄牛”警察。

株洲：
通报食药品违法案

临湘：
在粤商会家乡“育才”

临武：
建设宝玉石产业园

衡阳易创空间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园
20家新兴行业企业入园孵化

老百姓的故事 1米6的苗家汉子，其形象被刻成浮雕———
一根竹扁担 民生重千钧

“三味”更有味
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取得阶段成果

新闻集装

飞天山上
天外来掌

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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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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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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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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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476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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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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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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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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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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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91 1040 614640

组选三 622 346 215212
组选六 0 173 0

5 53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沈阿玲 潘敏)8
月22日，2017年湖南省技能大赛———全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
赛在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从全省3.8万名国有林场职
工中选拔出来的81名参赛选手在这里大展身手。

凭借经验和专业知识， 只需目测就能判断出目标树的平均
直径、高度、树种组成等，这是林业高手竞技过招的场景。经过技
能操作和理论知识两个部分的比拼， 最终来自株洲市云阳国有
林场的护林员苏忠良夺得个人第一名。

据介绍，大赛设个人和团体两个奖项，获个人奖一等奖的选
手可获得省人社厅授予的“湖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和省总工
会授予的“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并颁发奖章和证书。

这是我省组织的第二届全省国有林场职工的技能竞赛。省
林业厅巡视员柏方敏表示，通过举行林业技能竞赛，可以更好地
发扬林业工匠精神，有助于提高森林质量和林业生产力。全省国
有林场面积有1600多万亩，还需要大量创新型专业人才，希望
更多年轻人加入。

本次比赛由省林业厅、省人社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长沙
市林业局、浏阳市人民政府承办。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裴艳奎）临澧
县修梅镇综合文化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徐超参与赌博，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近日，临澧县委组织部通过远程教育QQ群，以其为例
进行警示教育，在党员中引起很大反响。

临澧县委组织部充分发挥远教站点作用，完善其设施，拓展
其功能。目前，全县160个村（社区）全部按照党员活动室、远程
教育室、村务会议室“三室合一”要求，配备了新电脑，以及投影
仪、音响等设备，并建立了远教QQ群、微信群等。同时，每月由县
委组织部下发党建工作清单， 充分利用远教站点以及远教QQ
群、微信群等平台，组织开展“三会一课”“党员集中活动日”等活
动，定期发布各个阶段的学习材料，让广大党员及时学习党的基
本理论知识，接受党风廉政教育等。

今年上半年， 临澧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通过远教QQ
群，下发党员教育、监督信息近100条，转发纪委案例通报10多
例，播放廉政教育警示片10多部。

林业高手大围山“过招”
全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临澧强化党员教育与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