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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万波）在11月27日召开的全省第三次国土调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上， 我省明确了第
三次国土调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同时确定
了此次国土调查初始数据库建设首批推进县。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要在2019年2月
底前， 全面完成省级国土调查初始数据库建
设工作；2019年7月底前， 基本完成县级国土

调查数据库建设工作；2020年5月底前， 完成
省级成果汇总，开展分析评价；2020年12月底
前，省市县逐级公布调查数据。

为扎实、有序推进第三次国土调查，我省
提出了“五级联动、全员参与、县为主体”的组
织模式，“内外业结合、全野外核查”的技术路
线，“全员培训、持证上岗、逐级监理检查、质
量终身负责”的质量控制模式。

目前，覆盖全省的空间分辨率优于1米正
射影像生产工作基本完成， 国土调查初始库
建设技术方案和项目任务书已研究制定。

经综合遴选，宁乡市、衡南县、株洲县、湘
乡市、洞口县、汨罗市、汉寿县、武陵源区、南
县、临武县、零陵区、中方县、涟源市、凤凰县
共14个县（市）区，确定为此次国土调查初始
数据库建设首批推进县。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李焱
稠 肖晓峰 记者 肖祖华 ）11月28日，武
冈市邓元泰镇木瓜村温氏养鸡基地新扩
建的第二期鸡棚里， 贫困户夏大友和工
友们正忙碌着，20万羽成鸡正在装车，准
备运往广东温氏食品集团鸡肉加工厂。
夏大友高兴地说：“像我这样的贫困户，
不出远门每月可以在家门口的企业领工
资。今天加班装车，刚刚领了100元的加
班费。” 这是武冈市大力引进龙头企业，
通过产业“造血”帮助贫困户脱贫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 武冈市把产业扶贫作为稳
定脱贫的重要抓手，立足各村实际情况，
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按照宜农则农、宜林
则林、宜游则游原则，因地制宜合理选择
产业项目实现差异化发展。实行“一个产
业、一名市级领导挂帅、一家龙头企业、
一个重点项目、 一个专门工作班子一抓
到底”的工作机制，千方百计做大做强扶

贫产业。
该市与温氏集团合作，采取“温氏公司+

扶贫公司+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现代养
殖业精准扶贫示范基地模式， 由温氏公司
承担市场风险，统一提供鸡苗、统一供应饲
料兽药疫苗等物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
护价收购销售，保障养殖户正常利润。贫困
户既可以优先到在基地就业， 也可以申请
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加入专业合作社， 不但
能增加就业收入还能实现利润分红，“借鸡
生蛋”拓宽产业扶贫路子。目前，武冈市像
木瓜村这样的养鸡基地有14个，今年已出
笼肉鸡500万羽， 全年预计可出笼800万
羽，产值可达2.8亿元，直接新增就业岗位
2000余个，带动2652户10079名贫困人口
年人均增收千余元。

目前，武冈市通过产业直接帮扶、委托
帮扶、就业帮扶、入股分红等模式，已带动
17763户67503名贫困人口稳定就业和增
收。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王晗）11月
26日上午10时，随着固定、焊接等一系列工序
完成， 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的最后一榀
桁架正式完成提升， 标志着该项目主体钢结
构工程顺利封顶， 屋盖区施工将进入收尾阶
段。

湘江欢乐城总占地约1.6平方公里， 总建
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123亿元。项
目于2014年7月开工建设，创造性地利用废弃
矿坑，构建由欢乐雪域、欢乐水寨、欢乐海洋、
欢乐天街、 欢乐广场和华谊电影小镇等核心
项目为一体的欢乐王国， 是我省首个世界级
特大创新型综合旅游产业项目。 其核心项目
冰雪世界(欢乐雪域、欢乐水寨)悬浮于矿坑之
上，施工难度相当大，被Discovery(探索)频道
列为“世界十大不可能完成项目”之一。

据悉， 冰雪世界钢屋盖由9榀主桁架、18
榀环桁架、102榀次桁架组成， 屋盖支撑体系
由7根巨型组合柱和21根巨型钢管混凝土柱
组成，总重量约23000吨。由于现场桁架吊装
单元多、拼装量大，且精度要求高、作业协调
难度大， 主体钢结构施工是困扰项目进度的
重大难题之一。

“此次提升的最重一榀桁架重1380吨，相
当于把约200头成年大象同时提升，难度之大
国内罕见。” 冰雪世界项目负责人曹平介绍，
项目最重一榀主桁架最大跨度78米、 重1380

吨， 为确保提升中受力、 位移的协调和一致
性， 提升过程中采用电脑控制的同步液压系
统， 由4台350吨液压千斤顶同时配合才完成
提升，整个提升过程长达10个多小时。

据了解，目前湘江欢乐城项目推进顺利，
并保持安全“零事故”记录，冰雪世界日均施
工人力投入超1200人次， 正全力冲刺2019年
开园目标。

我省第三次国土调查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2020年12月底前省市县逐级公布调查数据

武冈市产业扶贫“借鸡生蛋”
带动全市17763户67503名贫困人口稳定

就业和增收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刘洋 彭睿）“爸妈今晚会晚点回来，放
学后早点回家写作业”“妈妈今天给你买的书
放奶奶家了，记得放学去拿”……这是今天湘
潭市电机子弟中学初中部学生下课后轮流读
取家长留言信息时的场景。

11月7日，湘潭市下发《湘潭市教育局关
于严禁中小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的规
定》，对全市36.5万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实行“一

刀切”。 为有效解决学生通讯需求等问题，湘
潭联通今年初与湘机中学展开试点合作。湘
机中学在春季开学引入湘潭联通“智慧校园
一卡通”系统。

该系统在校园内设置留言区及通话区，
通过在教学楼走廊安装信息显示屏， 家长在
学校公众号平台发送留言信息， 内容显示在
留言屏上， 当学生看到留言屏上显示自己的
名字，用“一卡通”刷卡读取留言。如果需要给

家长回话，就可以用“一卡通”在通话区安装
的公用电话机上拨打家长电话。目前，全校配
备电话机16台、留言显示屏2台，家长微信绑
定率达到98.7%， 家校动态月均2000条以上。
校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系统有效满足了校
园禁止使用手机情况下学生的通讯需求，受
到市教育局、广大家长及学生的认可。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融合校园出入考
勤、食堂消费、通话、留言查看于一体，结合学
校微官网、校风管理、风采展示、通知公告、成
绩发送等平台应用,满足了学校和学生的其他
需求。

湘潭联通助力智慧校园生活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李曼斯 喻
恩来 ）“现有沩山贫困户自产的农产品，
纯天然绿色环保，请有需要的朋友与我
联系。”“土鸡、土鸭、土鸡蛋送货上门，
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宁乡市玉潭街
道的68名帮扶干部在朋友圈里晒起了
各式的农产品，帮助沩山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其早日脱
贫致富。

从本月20日起，玉潭街道启动“贫困
户农产品朋友圈年底展销”活动，不到一个

星期便实现销售额1.2万多元。
活动吸引了不少餐饮店主来到沩山，

实地选购农产品。 绿色天然的产品获得了
青睐，部分店主表示愿意长期合作，为贫困
户创造收入。

据了解，自今年3月玉潭街道与沩山
乡6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以来，
全体帮扶干部通过走访、实地查看、交流
恳谈等方式， 为他们解决了一批实际困
难， 累计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总金额
达21万元。

宁乡68名干部帮贫困户热销农产品
“朋友圈”化身“农贸市场”

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主体钢结构正式封顶，提升的最重一榀主桁架重1380吨———
相当于同时提升200头大象

11月26日，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最后一榀桁架完成提升安装，标志着该项目主体钢结构工
程顺利封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林雨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欧阳倩）今天，
贵州省黔西南州政府在长沙召开旅游推介
会宣布，从12月1日到明年2月28日，持续
90天，湖南游客到贵州游玩，凭本人身份
证，可享受所有A级旅游景区门票挂牌价5
折优惠。景区内特许经营性项目和温泉、滑

雪场、动物园等经营性项目不包括在内。
此次推介会还推介了“暖阳银发游”

“温泉养生游”“浪漫情侣游”“风情研学
游”“温馨亲子游”5条旅游精品线路，囊
括了喀斯特地质地貌、 坡鼐布依古寨等
景点景区。

冬季游贵州 门票打5折

湖南日报 11月 28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 员 何 顺 龙 艳 丽 ）今天 ，在祁
阳县茅竹镇板桥村， 村民们抓紧时间
移栽油菜苗。目前，祁阳县56万亩农田有
42万亩种植油菜， 其余种下了蔬菜、绿
肥。

今年，祁阳县确立“阔面积、调结构、提
品质”的秋冬生产目标，采取农业部门统一

供种或育苗、统一供肥、集中翻耕板田的方
式，大力推进秋冬农业生产。按往年每亩地
产150公斤油菜籽计算， 种一亩油菜收入
可达900多元， 除去农资开支200元左右，
每亩纯收入700余元。

祁阳县农业委干部介绍，利用冬闲田
种植农作物， 预计可为农民增收3亿多
元。

祁阳56万亩农田“绿色”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