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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

11月10日晚， 衡阳市珠晖区
茶山坳镇金甲村里， 一场以“非
遗” 为主角的晚会精彩上演。 演出
通过挖掘当地最具表现力的人文概
念， 融汇山川美景、 自然风情和历
史遗存， 将金甲村的悠久历史、 秀
美风景诠释得淋漓尽致， 吸引数千
衡阳市民前来观看。

处处风景处处商机。 近年来，
金甲村因地制宜， 积极推进现代农
业、 基地农业、 乡村旅游等产业做
大做强， 形成了“春赏花、 夏采
果、 秋观景、 冬养生” 的乡村田园
旅游品牌， 成为衡阳近郊游首选
地。

虽已入冬， 但走在金甲村， 处
处可见绿意。 在村里力丰农业公司
蔬菜基地， 一株株花菜整齐排列，
硕大的叶子舒展着， 不少菜花从包
裹的叶片中探出头来。

“这个季节的花菜很好卖， 刚
一摘下， 就被上门的货车拉走了，
供不应求。” 基地看护员夏良开介
绍， 基地蔬菜品种多、 生长周期
短， 收益可观。

不远处金甲水师广场内， 村民
们在忙着为梨树施冬肥。 “这是翠
冠梨， 梨花好看、 梨子好吃， 现在
是我们的‘明星水果’。” 村民李秀
英笑着说， 每到梨花盛开和梨子成
熟时节， 村里就被外来的小车“占
领” 了。

金甲村党总支书记肖琪琳介
绍， 村里已有求是果园、 曾家垅果

园、 仙碧葡萄园、 洞塘葡萄园以及
方智蔬菜、 源伟蔬菜等多个果蔬基
地。 村里产出的水果、 蔬菜成了衡
阳城区新鲜果蔬供应的“主力军”，
还有不少市民到村里体验果蔬采摘
乐趣。

金甲植物乐园也是金甲村
的一道靓丽风景。 香樟、 红豆杉、
柏松……植物园内绿树萋萋， 有70

多种植物， 既是苗木基地， 又是天
然的植物大课堂。 每逢节假日， 园
里到处是父母领着孩子采风寻幽的
身影。

除了果蔬树林“种” 出来的景
点，金甲村还大力挖掘“金甲水师”
文化，以文化为引领，打造“金甲古
镇”，将农旅结合效益最大化。目前，
村里休闲步行街、 三潭映月水上公

园、人防拓展训练基地、金甲水师广
场等均已建设完成。

“旅游搞得好， 我们都沾光。
今年5月， 我家也开了农家乐， 几
个月下来起码赚了1万块钱嘞！” 曾
新屋组村民曾凡军介绍， 得益于村
里旅游发展， 不仅农家乐增收， 自
家晾晒的“鸡萝卜” 也成了抢手
货， 供不应求。

像曾凡军这样靠农旅融合发展
而增收致富的不在少数。 肖琪琳介
绍， 目前， 村里共发展农家乐15
家、 民宿客栈3家， 农旅项目带动
务工220人， 人均年增收2万元。

天蓝地绿的生态环境， 浑然天
成的山水田园， 浪漫秀美的村庄风
貌， 富民利民的现代农业， 绿意盎
然的花园生活……金甲村的秀美新
名片初放光彩。 今年10月， 金甲村
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对产业发展、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等都有了更高要求。” 茶
山坳镇党委书记王武军介绍， 将结
合党的十九大精神， 继续引导金甲
村做精果蔬种植和乡村旅游， 提升
综合效益。 并强化乡风文明建设，
引导村民制定乡规民约， 利用村文
化站和乡村大舞台， 提升全村“农
旅” 竞争力 ,为全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样本。

攒足劲加油干， 这日子还会更
好！ 在水师广场休息的几位村民
说， 大家都想借着“乡村振兴” 的
契机， 把“金甲” 的牌子擦得更
亮， 把日子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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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晖区金甲村———

“种”出新风景

� � � � 11 月 4
日，300多个
家庭在金甲
村的蔬菜基
地体验农田
乐趣。
黄 芬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是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必然要求。
不能想象，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还
有大量贫困人口。 我们说要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什么是重点、短板、
弱项？贫困地区和扶贫工作就是。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湖南，
围绕“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目标，
以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 进行了
很多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积累了很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但对照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新要求，我们还需在认识上再提升、
在措施上再瞄准、在行动上再加力。
就在前天， 省政府常务会议对贫困
地区公路和中小学建设进行了专门
研究， 释放了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
在实事上的鲜明导向。

扶贫脱贫是头等大事，也是头等
难事。它面对的是贫困群众“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问题，干的是“润物细无
声”的具体工作，不像建高楼大厦、搞
大工程那么立竿见影。可以说，扶贫
的形象和成效，更多只能是装在老百
姓心中。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抓住贫
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 用党员干部的辛苦
指数换取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以
群众的口碑作为我们的奖杯。

征程万里风正劲， 重任千钧再扬
鞭。牢记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为贫困
群众谋福祉，保证贫困群众在共建共享
中有更多获得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
能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只
有这样，今后我们才能自豪地说，全面
小康，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做到了。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怡） 11月13日， 岳
阳县新墙镇养猪大户尹五光发现家
中3头生猪病死， 拨打县病死畜禽收
集热线后， 工作人员很快将病死猪收
集到暂存点， 还给尹五光奖了30元
信息费。 随后， 无害化处理企业将收
集到的病死畜禽集中处理后， 再加工
成工业油脂和肉骨粉出售， 进入“绿
色循环” 模式。

岳阳县是生猪养殖大县， 年出栏
生猪156万头。 畜禽养殖带来的生态
环境问题曾一直饱受诟病， 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工作面临养殖户不愿报
告、 投入无产出等难题。 去年， 该县
引进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公司， 每
处理一头病死猪， 县里给予适当补
贴。 该公司先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 然后再“变废为宝”， 每吨病死
畜禽大约可加工出100公斤工业油脂

和200公斤肉骨粉。 工业油脂用于加
工生物柴油和油漆， 肉骨粉提供给有
机肥公司， 销路好且有利可图。

在收集病死畜禽环节， 岳阳县设
有6个集中收集点， 配备冷藏库、 专
用收集车和GPS定位系统， 运转费用
也由县财政保障。 该县为鼓励养殖户
主动上交病死畜禽， 规定每报告并上
交一头病死生猪， 给予10元信息费。
将保险理赔与此挂钩， 投保的养殖户
只有出具收集点提供的证明， 才能从
保险公司获得理赔。 为加强监管， 县
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 严厉打击非法弃置、 出售、
加工、 经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 乡
镇农技推广中心监督病死畜禽移交环
节。

去年3月至今， 湖南盛祥生态环
保科技公司共无害化处理病死生猪9
万余头， 累计完成利税500多万元。

� � � � 湖南日报 11月 14日 讯 (记 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立志) 11月14日，
南县三仙湖水库边人来车往， 人们正
在抓紧拆除一批养殖设施， 力争今年
底前完成水库内剩余300亩精养塘的
退养工作。

南县三仙湖水库素有“湖上草
原” 之称， 水阔岸绿， 鱼类众多。 但
由于长期粗放经营， 水库万余亩水面
被矮围、 网围切割成数十处大小不一
的精养塘。 今年， 南县根据中央、 省
环保督察组反馈交办的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清单， 开展声势浩大的退养还
湖专项行动， 全面清理拆除大小湖泊
矮围、 网围。 县环保局副局长滕飞介
绍， 该县按照还湖于民、 还园于民、

还景于民的总体要求， 累计投资
1600万元，对三仙湖水库内精养塘实
施退养。 水库内有精养塘面积2700
亩，目前已完成2400亩退养， 年底前
将强制完成剩余300亩退养。

退养还湖后， 南县将摒弃传统种
养模式， 积极转型升级， 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 一些养鱼大户从精养塘退养
后， 开始发展“稻虾共生” 产业。
“拆除精养塘矮围、 实行退养后， 库
水开始变清， 从水库里钓起来的鱼也
比以前鲜美多了。” 南县三仙湖镇咸
嘉垸村龙虾养殖大户曹政奇说， 生态
好了， 经济效益也会提高， 今年他带
领10多位村民发展稻虾种养1000多
亩， 每亩纯利在4000元以上。

� � � � 湖南日报 11月 14日讯 （记者
邓 晶 琎 通讯员 杨红伟 ） 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
整治推进会获悉， 省交通运输厅已确
定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工
作目标， 并重点从危化品水路运输、
船舶污染物排放、 非法砂石码头三方
面推出八大措施加强整治。

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
工作目标为： 船舶生活污水直排水体
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配合住建等部
门完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污染
物收集点建设工作， 实现环洞庭湖三
市一区范围内的船舶垃圾上岸处置；
危化品水路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得
到全面落实， 危化品泄漏事故得到及
时、 有效处置， 不发生任何一起危化
品水路运输泄漏重大事故； 环洞庭湖
区非法砂石码头堆场全部清除、 复

绿；“僵尸船”得到整治。
为坚决打赢洞庭湖生态环境治

理攻坚战， 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八
大措施加强专项整治。 如， 要求各
地在2017年12月31日前，对辖区内长
期停泊不用、 无人管理的“僵尸船”
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对无人认领或逾
期未驶离的船舶， 拖至指定地点集
中拆解。 各部门各单位发现超载船
舶， 要立即纠正其违法行为， 对严
重超载的船舶实施强制卸载，直至符
合载重规定为止。 要求各地在2018
年12月31日前， 建立完善的船舶污
染物专业接收机制， 全面做到达标
排放。

根据部署， 即日起至2020年底
前， 我省将分阶段全面开展环洞庭湖
区非法砂石码头清理整顿， 彻底规范
环洞庭湖区砂石码头。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绿色循环”释放生态红利
岳阳县病死畜禽处理“变废为宝”

南县：“湖上草原”退养还湖

我省展开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
专项整治
加强危化品水路运输、船舶污染物排放、非法砂石
码头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