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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曹娴） 11月1
日， 衡山县马迹镇石碑村的山上， 挖掘机正在
作业， 对因露天开采钠长石造成生态破坏的山
体进行覆土， 为下一步的植被修复做准备。 记
者了解到， 衡阳市积极整改南岳衡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取得一定成效。

据悉， 中央环保督察及卫星遥感监测共发
现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17家采矿
企业 （51个采矿点位）。 目前， 自保区内17家开
矿企业已全部关停， 南岳区、 衡阳县种植林木、

草皮400多亩， 生态恢复已基本完成； 衡山县
按计划将在年内完成自保区内所有采矿点的复
绿。 环保部通报， 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衡山
国家级自保区内新增 （扩大） 92处人类活动点
位。 经过现场核实后， 整改已全面启动。 目前，
21处完成整改， 57处正在整改， 9处已停工。

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和省政府交办的突出
环境问题， 衡阳市高度重视， 迅速整改， 市级
领导挂帅包案督办， 成立5个环保专项督查组，
每半个月督查通报一次整改进展情况。 对整改

推进不力、 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 自中央环
保督察以来， 该市因环保问题约谈102人， 问责
195人。

截至目前，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涉及衡
阳市的12个问题， 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其他问
题均已制定专项整改方案， 正在按方案实施整
改。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512.5件信访件及时办
结， 已完成整改475.5件， 完成率92.8%。 省政
府交办的51个突出环境问题， 已完成整改38个，
剩余13个正在整改。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曹娴）京港澳高
速长沙黎托下沉改造段的高速公路噪声污染问
题被周边市民反复投诉。记者今天从长沙高铁新
城管委会了解到，涉及噪声污染问题的3.71公里
下沉改造路段沿线， 将全部建造直立声屏障，计
划2018年2月全部建成。

据了解，从2016年起，京港澳高速黎托下沉
改造段两厢沿线后建的小区，陆续有居民对高速
公路噪声进行投诉。 今年4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进驻我省，改造段两厢各小区居民持续反复投

诉， 督察组在进驻的1个月期间共交办了12个信
访件。长沙市环保督查工作协调联络小组将这一
问题交办给长沙高铁新城管委会，管委会作为主
办责任单位，迅速协调督促相关单位启动整改。

4月底，长沙市武广新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即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及省市有关部门召开噪声
治理方案论证会，随后完成了下沉路段两厢地形、
地貌测量，周边区域噪声监测、分析以及声屏障试
验方案研究等工作。至6月20日，累计完成334米声
屏障试验段建设。 长沙高铁新城管委会开发建设

部部长刘捷介绍， 通过噪声监测数据对比分析与
综合评估，安装声屏障后，临近高速公路、相对高
差28米以下的区域，噪声可降低3至5分贝。

据介绍，从京港澳高速雨花互通以南300米
左右至绿地之窗小区附近的3.71公里高速公路
路段，都将设置直立声屏障，预计总投资4000万
元。目前，该方案的设计审查已完成，争取本月完
成招标，2018年2月全部建成。 据介绍，相比目前
试验段的声屏障，新建的声屏障采用的泡沫铝材
料的吸音效果更好。

环保督察整改

衡山国家级自保区采矿企业全部关停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衡阳市的12个问题，一半已完成整改

京港澳高速长沙黎托下沉改造段进行噪声治理
全线3.71公里将设置直立声屏障，明年2月全部建成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何佳玲） 记者今天从省文
明办获悉， 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
发布了2017年“中国好人榜” 10月榜
单， 共有101位身边好人入选， 其中，
湖南有吉华灯、 李明华、 张少辉和周
雪红4人上榜。

新田县的吉华灯在尿毒症痊愈
后， 事业重新踏上正轨， 决定回报社
会、 传递爱心。 他先后安排了200余
名下岗职工、 贫困户青年就业。 2013
年底， 吉华灯发起成立维爱公益协
会， 出资设立“维爱基金”。 协会成
立4年来， 已开展公益活动90余次，
为3000余名贫困学生、 重症患者、
特困老人解了燃眉之急。 他被评为
“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张少辉是株洲市
天元区金龙社区的居
民。 40多年前与丈夫
结婚后，便主动协助婆
婆照顾丈夫的残疾叔
叔。 婆婆去世后，张少
辉自己因患风湿病只
能依靠拐杖行走，她坚
持继续照顾残疾叔叔。
无论是亲人还是左右
邻居， 她都用心对待、
用爱付出，获得大家一
致好评。

周雪红家住长沙市岳麓区含浦街
道新田村。2010年以来，她的公公突然
中风偏瘫，卧病在床。婆婆随即被检查
出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丧失劳
动力。丈夫又患上了重度脑炎，成了一
个身体智力双残疾的人。 周雪红用瘦
小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她说：
“只要家人在， 幸福就在， 希望也就
在。 ”张少辉和周雪红获评“孝老爱亲
中国好人”。

获评“见义勇为中国好人”的李明
华，家住娄底市娄星区丹阳社区。 4月
15日早晨6时40分左右，还在睡梦中的
李明华，听见有人落水的呼叫声，来不
及穿衣服，立即奔到屋外，奋不顾身跳
下水塘救上落水者。 经过人工呼吸和
心肺复苏抢救，落水女子奇迹生还。

湖南4人登上10月“中国好人榜”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团结报记者 周胜军 通讯员 向国滔

今年11月3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
扶贫”战略思想4周年的日子。

穿行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块神秘
的土地上，所见所闻，是当地土家苗汉各族干
部和群众如期脱贫的坚定决心与干劲。 一个
个脱贫致富的故事、 一个个发展壮大起来的
扶贫产业， 让人震撼与振奋———全州原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90881户、754765人，自实施精
准扶贫以来，实现脱贫350400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5260元增加到7413元， 年均
增长12%；2017年预脱贫38849户、147629人，
贫困发生率预计控制在10％以内。

刚参加党的十九大回到自治州的党代
表、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对自治州的“真
脱贫和脱真贫”，更是信心百倍。

叶红专告诉记者，今年6月23日在太原召开
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提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
贫———“2013年我到过的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
3年多时间摘掉了贫穷帽子， 实现了全部脱贫，
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 而且新娘都
是外村人”“湖南针对湘西州深度贫困问题统筹
推进产业、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
会保障等‘十项工程’。 ”

“这是对湖南精准扶贫的肯定，也是对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精准扶贫的肯定。 ”叶红
专说。

发展生产脱贫工程， 是调动
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和内在活力的重要举措， 也是长
久脱贫的重要支撑

海拔1000多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靖县白云山西边的山下， 沟壑纵横的褶皱
里，坐落着几个村寨———客寨、夕东等5个村
子。 随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记者登上了客寨村
的后山山顶。

夕阳的余晖下，从白云山顶至山脚，树树
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唯有梯田里的黄金茶
树，给人以小阳春季节的感觉。

清水坪镇党委书记邹高明快言快语地介
绍情况，3800多亩黄金茶， 进入采摘期的有
2000多亩。 发展方式有3种：北京和长沙各来
了一家茶业公司，分别有1000亩；种茶大户有
800多亩；村里的茶叶专业合作社有1000亩。

几个村民与记者的对话， 让记者感受到
了产业扶贫的力量。

42岁的土家族汉子彭凤标， 是煤矿下岗
工人，在村里没有田土，他说：“村支书周海林
办了件大好事，让我有机会常年在茶园做工，
家里经济才活络起来。 ”

60岁的苗族老汉吴正权，就是客寨村人，
他说：“原来我们客寨、斑鸠、盐井、白岩、夕东
5个村，都是产业空白村，大家脱贫无望。 现在
种植黄金茶，我们生活一年一个样。 ”

黄金茶成了扶贫茶、脱贫茶，成了保靖县
最大的扶贫产业和脱贫产业。

与之相邻的古丈县，则是古丈毛尖茶的发
源地。 古丈毛尖茶也成了古丈县最大的扶贫产
业和脱贫产业，2016年，3万多人因此脱贫。

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有313户1306人，
人均茶园面积8亩多，2016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达7400元，1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85人全部
脱贫。

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讲起上述精
准脱贫的成绩时，喜不自禁。 该村从一个每5
户就有一名“单身汉”的贫困村，现已变成远
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 百佳茶叶村
等，古丈毛尖茶这一产业功不可没。

2013年启动精准扶贫以来，古丈县委、县
政府提出把茶叶产业作为第一富民产业，依
托绿色、生态、有机、富硒特有资源，着力推进
茶叶标准园、精品园建设，完善“龙头企业+农
业产业园区+贫困户”和“市场主体+基地+贫
困户”等模式，加速了茶业现代化进程。

古丈县目前茶叶总面积达15万亩， 全年
茶叶生产加工6000余吨，实现产值5.6亿元。

在永顺县高坪乡那咱村， 山丘间连绵不
断的猕猴桃园蔚为壮观。 山丘顶上是茂密的
森林，茂林中，一栋栋民居点缀其间。 这是最
美的乡村风景，这是最易引发乡愁的所在。

在村里的冷库前，曾经的贫困户、52岁的
土家族汉子颜敏， 正在与村民们从车上往冷
库里卸猕猴桃。 颜敏告诉记者，他这车猕猴桃
有4000多公斤，之前已卖了3万多公斤。 至于
纯收入，他说：抵得上几年打工收入!
� � � �发展生产脱贫工程， 被自治州州委州政
府放在了第一位。 这是根据自治州的实际，作
出的精准举措。

柑橘、猕猴桃、茶叶、烟叶、蔬菜、中药材、
油茶和以“湘西黄牛”“湘西黑猪”为主的畜牧
水产等8大特色产业，成为引领百姓脱贫的主
导产业，全州特色产业面积达340万亩。

现代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电商的支撑。
“卖难”，曾经是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

自治州在全省率先启动“互联网+”行动
计划，积极创建“互联网+”先行先试示范州和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龙山县里耶镇麦子坪村村委会主任彭志
斌介绍，村里有4000亩“里耶脐橙”，去年产量
达5万多公斤，通过电商卖了4万多公斤，电商
销售成了主渠道。

“这得益于州委州政府的‘互联网+’工

程。 ”彭志斌感慨道。
像麦子坪村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体系的有效对接，

催生更多经济新业态，湘西腊肉、泸溪椪柑、
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凤凰的红心猕猴桃、
永顺猕猴桃、龙山百合、里耶脐橙，共同成为
互联网销售的“宠儿”。

全州电商扶贫共有276个点，年交易额达
7119.2万元。

乡村旅游，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起乡愁，让土家苗汉各族
群众脱离贫困

11月2日， 吉首鼓文化节在德夯激情上
演， 这是吉首市打造乡村旅游品牌的一个重
大举措，且已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龙山县里耶镇麦子坪村， 一个巨大的山
湾，叫“西拉部”———土家语“最好的地方”。 彭
志斌自己投资， 修了一个坝， 叫“西拉部水
库”。 水库四周，有土家吊脚楼、小木屋餐厅，
水库下则是一个高标准游泳池。 彭志斌依托
这一切，建立起“西拉部农庄”，自己当上了

“庄主”。
“州里搞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搞对了，夏天

来游泳的客人络绎不绝， 在这里做事的20多
个贫困劳动力忙得不亦乐乎； 水库尽头有一
条古驿道， 通过茂密的森林， 连接着一个古
寨，农庄正着手联合上面一个古寨，扩大乡村
游的规模，让更多的贫困村民从中获益。 ”彭
志斌平静的述说中，透着雄心与担当。

大山中的土家族村落惹巴拉， 因湖南卫
视2015年春节期间“直播惹巴拉”而广受外界
瞩目。 游客来了，投资商也来了。 村里现在已
开了10家农家乐。 73岁的原村支书郭大妹，所
开的“郭大妹农家乐”成了知名品牌，而且微
信支付的方式也让客人们感受到更多方便。

惹巴拉前面的山包上， 由北京消费宝集
团正在打造的惹巴拉土家影视城， 已初现雏
形，28栋土家族木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古
色古香。 据苗儿滩镇党委书记向熊介绍，在这

里将拍摄土家族的历史大剧———《土司王
朝》。

惹巴拉相邻的六合村，已将6栋木屋和吊
脚楼，改造成了极具土家特色的民宿。 原住民
可从房子的20年租期中获得丰厚的租金，可
用租金参与集体建房， 也可在规划的自建区
自建房。

在龙山的乌龙山大峡谷里， 著名的鲢鱼
洞旁，上游是电瓶车道，下游是栈道。 栈道旁，
投资4000万元、27栋高端木屋酒店，正在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年底将全面竣工，可同时入住
游客120多人。

自治州依托土家族、 苗族两个主体民族
神秘的民族文化， 打造两条民族文化探源的
精品游线路，是乡村旅游脱贫工程的大手笔。

土家探源精品游线路， 将自治州土家族
风情浓郁的地方，如珍珠般串联起来：沿酉水
流域串联龙山惹巴拉、保靖首八峒、永顺老司
城、古丈张家坡等土家族古村落，同时实施土
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特色民居保
护和文化产业发展。

神秘苗乡精品游线路， 将自治州苗族风
情浓郁的地方，如珍珠般串联起来：从吉首德
夯串连凤凰老家寨、泸溪岩门、保靖吕洞、花
垣金龙等苗寨古村落， 同时实施苗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特色民居保护和文化产
业发展。

这两条精品游线路， 将由1000公里旅游
公路、1000公里生态旅游景观走廊、1000公
里旅游慢行体系共同组成。

2016年全州乡村旅游接待游客713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26.1亿元，带动3.7万人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向城镇集中、
向乡村游景区景点集中、 向产业
园区集中，配套设施建设、配套产
业开发、配套就业岗位

武陵山上，有的一方山水，无法养活一方
人。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暖风， 吹到了武陵

山上。 一个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家苗寨，
在党委政府的有序安排下，开始了易地搬迁。

凤凰县的易地搬迁工作，卓有成效，具有
典型性。

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 原来居住在雷
公潭峡谷中的35户100多名苗族同胞，于2017
年1月17日，全部搬迁至腊尔山镇旁边的“同
福苗寨”。

记者看到，35栋苗族特色砖瓦房，按着地
势、 也按照苗族的建筑习惯， 围成了一个大
圈。 农家户户都在当头的墙上，插着一面鲜艳
的国旗。

60岁的单身汉龙安富，看到记者采访，主
动向记者讲述搬迁后的好处：“我的心情变好
了，大家的心情都变好了。 ”

村支书麻金革告诉记者， 龙安富和村里
的十几个劳力，跟着他一起做些小工程，平均
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寨子名叫“同
福”，是村民们共同取的，通过搬迁共同幸福
之意。 今年国庆节时，同福苗寨自行组织了升
旗仪式，祝福祖国、感恩祖国。

据自治州政府接待处副主任、 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胡丕宇介绍， 驻村扶贫工作队因
人因户施策， 因地制宜帮助他们发展富硒辣
椒、猕猴桃、黄桃、山羊等特色产业，并加强教
育培训、转移就业，形成了“家家有产业，户户
有帮扶、人人有事做”的好局面。 今年，预计全
村人均纯收入可达6800多元， 全村99户贫困
户将全部脱贫，夯卡村将退出贫困村行列。

10月18日上午， 也就是党的十九大在北
京开幕的当天， 凤凰县腊尔山镇举行易地搬
迁安置点分房入住仪式，喜迎党的十九大。

腊尔山镇拉忍村7组贫困户龙建文，从该
镇党委书记孙云峰手中接到了易地搬迁安置
房的钥匙。 和龙建文一样，来自叭苟、的贺、务
能、苏马河等13个苗族村的95户432名苗族贫
困群众，当天也拿到了新房钥匙。 他们将告别
偏远的山窝、老旧的住房，搬进位于腊尔山镇
农贸市场旁边宽敞明亮、 交通便利的安置新
区，由“乡下人”变成“街上人”。

十九大召开期间， 凤凰县17个乡镇1284
户5392名易地搬迁贫困群众， 领到了安置房
钥匙，憧憬着今后的幸福生活，大家脸上写满
了兴奋和喜悦。

按照“一次规划、两年实施”工作思路，凤
凰县规划实施23个集中安置项目和1个分散
安置项目， 总投资12.04亿元， 项目用地面积
1337亩， 共涉及17个乡镇216个村663个自然
寨，覆盖贫困户3336户14386人。

为了使搬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能安居
乐业，凤凰县在建设安置区时遵循“三集中
三配套”原则，即向城镇集中、向乡村游景区
景点集中、向产业园区集中，配套设施建设、
配套产业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切实解决搬
迁户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通过易地搬迁脱
贫致富。

十九大代表、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11月
1日来到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宣讲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这是自治州最大的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占地面积600亩，建成后能容纳贫困
户1030户4872人。

颜长文对安置小区项目部的干部职工说，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项目建设抓实
抓细，倒排工期，确保按时完工、按时搬迁。

穿行在武陵山区， 看到一个个已建成的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让人心潮澎湃———龙
山县洗车河镇，已经建成48套房子，与之相邻的
69套房子也正在建设中； 在花垣县民乐镇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响水村34户123位村民喜
迁新居。

2016年以来 全州建设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58个；分散安置8546户，其中自建5140户。

精准扶贫生动的湘西实践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4周年之际

� � � � 10月26日， 吉首
市丹青镇大坪村，苗
族村民张民应在自己
的黑木耳种植基地展
示菌棒。 2016年，张民
应在市扶贫办扶贫工
作组的帮助下， 种植
20亩黑木耳， 收入30
多万元， 走上了脱贫
致富之路。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