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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徐娟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 近千名游客情
不自禁地跟着伴唱， 深情表达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一曲终了，歌者消散在徐特立
故里的上万亩油菜花田中。

3月19日，随着《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活动结束，长沙县江背镇五福村油菜
花节启幕。五福村的金银坝前，油菜花
竞相怒放，金浪翻滚蝶舞蜂飞，樱花摇
曳多姿，坝中水流涓涓，交织成一幅美
丽清新的田园诗画。一波波村民和长沙
周边市民近距离拍照赏花，感受春天的
气息。

江背镇拥有5.3万亩良田，其中2万亩
都种上了油菜花和红樱。每年3月中旬到
4月上旬是油菜花、 红樱的集中盛开期，
这里的浏阳河水杉道、乌川湖、筒车主题

文化公园等一批景点， 迎来一波“赏花
热”。

漫游油菜花海， 除了欣赏生态美，
很多游客还会去农家饭店“打卡”。家住
江背镇印山湖的彭玲这些天忙得手脚
不停。 她丈夫以前在水泥厂跑货物运
输，两口子看到家门口赏花休闲的游客
络绎不绝，就试着在运输淡季时搞点饭
菜，结果生意出乎意料地火爆。花开旺
季，月均毛收入8万多元，年均纯收入近
30万元。老公后来干脆把家里的运输车
卖了，开了一家餐饮店“湖边人家”，一
家人全上阵还忙不过来。 一到春季，家
里、户外都摆满了餐桌，全是前来踏春
赏景的游客。

丑云海是五福村村民， 在去年油菜
花季为游客提供农家饭菜， 一个月的毛
利润就达5万多元。 今年油菜花盛开，还
未到游客集中的周末， 游客已是接踵而

来。
“赏花”经济火爆的同时，种植油菜花

的农户也是信心满满。 村民赖志湖算了
一笔账：种油菜的收入比种水稻高，按一
亩油菜可收获100斤菜籽，能榨40斤油来
算，纯利润可达到400元每亩。“去年我种
油菜榨出的菜油， 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卖
完了，今年已经有人联系我要买，不愁销
路。”赖志湖说。

“自今年开春以来，江背镇的万亩油
菜花、锦绣江南红樱、多彩茶花相继开放，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江背镇旅游专干刘巧艳介绍， 今年以来
江背镇接待游客量已超过28万人次，为
当地居民带来收入超600万元。赏花潮促
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增加了当地居民
收入，带动了乡村振兴。

“樱花谢了油菜花、萝卜花开，夏秋季
节有铁皮石斛花、紫薇花，冬季有茶花。”

江背镇党委书记张登武说， 村民们从油
菜花中尝到了甜头，江背“六朵花”季季盛
开。

江背镇是徐特立故里，自然资源、人文
资源都很丰富。近年来，江背镇以“旅游+”
战略强势引领，主打产业融合。其中，“旅
游+农业”全面铺开，围绕“一村一品”发
展思路， 着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形
成了以蒋成创办的天大生物等为代表的
现代农业企业集群， 以及金洲村花卉苗
木种植业区、印山村牛肉养殖业区、五福
村油菜种植和观光区为特色的现代农业
产业布局。

江背镇还成功举办了四届浏阳河红
樱文化旅游节， 打造了多彩茶花等一大
批绿色高质的乡村旅游名片。“旅游+交
通”，五梅公路、好三线旅游道路等景观长
廊串联起全镇各处美景，让游客感受“如
游画中”的全域旅游魅力。

特立故里花芬芳
———长沙县江背镇“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个头小，嗅觉

灵敏，还能24小时实时监测PM2.5数据，这是长沙市的新
任环保“哨兵”———空气质量监测微站。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获悉，目前长沙162个空气质量监测微
站已全线“上岗”，将为长沙精准治霾提供更为全面的数
据支持。

在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楼顶， 立着一个长着“触
角”的箱子，它就是空气质量监测微站。

“别看它个头小，相当于这片天空的‘片警’，监管着
周围1公里范围内的空气环境质量。”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工作人员说， 空气质量监测微站除了监测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
氧、PM10和PM2.5这6项指标外， 微站还可以监测温度、
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指标，“如果数据异常，空气质量
监测微站就会向空气监控平台‘报警’， 并快速锁定区
域、 方位， 方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排
查，立刻整改。”

据了解，目前长沙已建成162个微站点位。不少空气
质量监测微站设在街道办事处楼顶， 可以对辖区空气质
量精准监控。

长沙162个空气监测微站
紧“盯”污染源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董劲）想
开办公司，不知道程序，这里可以提供“一体化”服务；企
业遇到困难，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这里可以提供“保姆
式”服务……今天上午，我省首家区县级企业服务中心在
长沙市天心区挂牌，“一体化”、平台式的服务让企业直呼
“方便”“快捷”“高效”。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长沙市“营商环境优化年”与
“产业项目建设年”工作要求，天心区出台了营商环境“30
条”， 欲在全区范围内打造“最方便”“最赚钱”“最安全”
“最亲清”的一流营商环境。“企业服务中心便在此背景下
应运而生，这个平台可以‘一站式’收集和解决企业在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还能根据共性问题进一步完善机
制体制，并为重点企业和项目提供一条龙的‘帮代办’以
及公共服务等。”刚上任的天心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曾程
说。

开通企业服务和招商引资热线0731-85812345，建
立区领导联点制度，设立“区长企业接待日”，再到成立我
省首家区县级企业服务中心……2019年开年以来， 天心
区的一系列“暖商”举措，成效显著。截至3月14日，区领导
带队走访了166家企业，收集带回416个问题，已解决109
个； 截至3月12日， 全区已累积拨付企业补助资金
3484.0134万元，其中区级补助资金694.6769万元。

我省首家区县级
企业服务中心挂牌

“一体化”少跑腿 大小事“帮代办”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郑旋 通
讯员 胡婷）今天，来自长沙雨花经开区的
130余家小微企业参加由长沙农商银行举
办的小微专场对接会后各有收获。其中，长
沙日晶电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韬略
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与长沙
农商银行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承
诺在存贷款、投资理财、支付结算等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

2019年以来，长沙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服
务方式，主动送服务、产品到园区，精准对接
小微企业需求。截至目前，已深入金霞经开
区、隆平高科技园、岳麓高新区、长沙高新
区、雨花经开区、长沙经开区及宁乡经开区
等园区开办第一轮10余场银企交流会和4场
小微专场对接会。其中，专场对接会吸引400
余家小微企业参与，20家小微企业现场签
约，总共授信7亿元，帮助300家小微企业现
场提交融资意向卡。接下来，长沙农商银行
还有第二轮10场银企对接会正在积极筹备。

为最大限度让企业得实惠，今年，长沙
农商银行计划投放60亿元支持小微企业。
截至2月末，该行新增小微贷款余额6.84亿
元，已减费让利3000万元。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李学文）打开新湖南客户端，指尖轻轻一点，便可为心仪
的“最美”投上一票……3月20日，经过前期3个多月的搜
集、采访和评审等环节后，由大庸古城冠名的张家界市河
长制“六个最美”评选活动初评名单出炉，投票通道正式
启动。

张家界市河长制工作从2017年2月启动以来，已将
317条河流、264座水库纳入河长制范围，水环境质量总
体保持稳定，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均达100%。同时，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
并率先在全省建立并推行河流河段“河长+警长”工作
机制，加大对涉河、涉水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形成
了“一河一河长、一河一档案、一河一策略、一河一亮
点”的工作特色。

“六个最美”即最美河流、最美水库、最美河长、最美
河道警长、最美河道保洁员、最美水利文章。此次投票时
间为3月20日至4月9日，通过页面链接或者进入新湖南客
户端即可进行投票。届时，活动组委会将结合最终票数和
评审意见， 最终评出5条最美河流、5座最美水库、10名最
美河长、5名最美河道警长、5名最美河道保洁员和5篇最
美水利文章。

通讯员 王鸿 王梓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党的恩情道不尽，脱贫致富暖人
心。山村变样人变富，多亏村里带头人。”
3月18日， 临澧县四新岗镇毛花界村农
民全树林高兴地对记者说。

全树林早年是贫困户， 一家6口全
年人均收入不足700元。2015年，县农机
局纪检组长孔令芳，担任毛花界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指导全树林承包了200亩
油茶低改山地。两年后全树林仅单项油
茶收入就达15万元，脱贫摘了帽。今年，
村里又把油茶种植项目纳入湖南耕客

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十基地十
农户”的经营模式，为农户提供产、供、销
与加工一条龙服务。

2015年，毛花界村负债120万元，全
村1720名农民年均收入不足800元，是
省级贫困村。为了解决资金瓶颈，孔令芳
多方筹资， 并向本村在外工作的200余
名爱心人士募集捐款，与村支两委一班
人带领村民，先后硬化了水泥路，实现了
组组、户户通。他们的表率作用，唤起了
村民们的创业激情，村民们纷纷出点子
想办法，多方筹资63万元，先后硬化水
沟，修建便民桥，深挖扩容6口堰塘，改

造农电网、网络电视。
基础设施建好后，孔令芳再次着力

村集体经济发展，引资成立常德德泰科
技村企电子元件合作社、湖南丰华惠民
公司，本村种田大户全登正牵头兴办毛
花全氏现代农技专业合作社。村民们一
边种田，一边在家门口上班，当上了“两
栖农民”。 村里又修建了占地1200平方
米的村部文化活动中心，空余时间，村民
到活动中心跳舞、唱歌，欢声笑语汇成一
片。2018年， 全村人均年收入达3万余
元，年收入过20万元的有15户，全村257
名贫困人口，已脱贫246人。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通讯员 张婷 记
者 龚柏威 ) 记者昨天从南县纪委监委获
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来，该
县共受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线索13
条，党纪处分4人。

南县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
层“拍蝇”结合，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国家
公职人员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充
当“保护伞”行为。把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
恶腐败问题， 纳入执纪监督和巡察工作内
容，纪委监委加强与公检法司部门联动，通
过明察暗访等方式， 排查涉黑涉恶腐败问
题线索。同时，该县全面畅通“信、访、网、
电”四位一体举报渠道,建立有奖举报机制,
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通讯员 刘佳
宾 王承利 记者 严万达）“还能再给我一
张卡吗？我给隔壁寨子的阿叔送过去”“明
天我就去广东务工了，再给我几张，我拿
去给厂里的老乡”……3月18日，宁远县
五龙山瑶族乡纪委工作人员来到离乡政
府最远的五龙山村，向瑶胞们发放“心连
心”联系卡，引来一片“哄抢”。

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打通

监督“最后一米”， 五龙山瑶族乡印制
3000张“心连心”联系卡赠送给广大瑶
胞。 联系卡上印有乡党政主要领导、乡
纪委书记、乡扶贫站长等工作人员的姓
名和联系电话。瑶胞办事前可先咨询办
理流程， 也可对国家相关政策进行了
解，发现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还可以进
行举报，这样既可提高办事效率，又在
基层设立起一个个群众监督“探头”。

“没想到上午一个电话打过去，下午
乡纪委就过来核查了。”洋塘村村民盘先
保申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可房子修好
后却迟迟不见补助款，心急的他怀疑是
被村干部侵占了，于是一个电话打给乡
纪委书记王承利。经核实，房子验收没通
过，干部不存在违纪行为。乡纪委还安排
村干部帮助盘先保，对房屋按要求进行
整改。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陆意

简约清新的住宅小楼，精致美观的
路灯，各式健身器材，还有干净整洁的
垃圾箱有序排列。不远处，篮球场、小广
场也一应俱全，孩子们正在久违的阳光
下嬉戏打闹。

这是3月中旬记者在衡阳市蒸湘区
雨母山镇新竹村莫雅塘组看到的景象。

“好多人都说，我们这里是都市的
某个社区。” 莫雅塘组组长谢小林自豪
地说。

莫雅塘组曾是远近闻名的“破落
地”， 进出仅有一条2米宽的泥巴路，房
子也多为老旧危房，家里有闺女的都想
着往外嫁。

经过村民们近年来的齐心改造，如
今的莫雅塘组已是大变模样。

“猪栏、厕所，以前是村里最脏最破
的地方，风一吹，又怕落瓦又臭气熏人。”
谢小林指着眼前的一幢公寓式住宅小
楼说，2016年底， 全组村民集资，“脏乱
差”地带改头换面。

“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心血，村民们义
务出工，心甘情愿。”谢小林说。

“硬件”改造用心，环境呵护也没放
松。谢小林说，畜禽放养过去是农村卫
生的一大“毒瘤”，为解决该问题，2015
年冬天，组里开会后决定：畜禽必须圈
养。

新规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支持，但也
仍有少数几户依然我行我素、照旧散养。

“可喜的是，邻居自发去做工作，给
他们讲道理、陈利弊。”谢小林说，过去村
民是“你要我文明”，现在都变成了“我要
文明”。

趁着大家的这股劲，谢小林在组里
引导一些德高望重的村民做“文明劝导
员”，并设立“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激
发村民们追梦幸福生活的积极性。

环境越来越美， 但大家对“美”的
追求还没有止步 。“风景美更要生活
美，今年我们要开辟几个花园、果园和
垂钓区，搞点乡村旅游业，把城里的客
人也请来看看我们的新生活。”记者离
开前， 不少莫雅塘组的村民都围拢过
来， 争相谈论起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向往。

张家界河长制
“六个最美”开评

新湖南客户端投票通道开启

毛花界里笑声甜

长沙农商银行
2019首轮银企对接会收官
20家小微企业
获得授信7亿元

南县严查
涉黑涉恶保护伞

“心连心”联系卡成瑶胞监督利器

乡村振兴纪实 “破落样”变“都市范”

3月20日，资兴市东江湖大坝码头，工作人员在抽取船舶上的生活污水与油污水。为了保护东江湖优质水源
地，资兴市给湖区所有营运船舶安装了污水收集装置，建设了船舶污水上岸处理系统，购置了我省第一艘油污回
收专用船，实现了东江湖所有营运船舶污水湖内零排放目标。 钟镭 朱孝荣 摄影报道

守护
碧水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71264
1 1033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59
778
8877

5
39
186

86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172
89448

438
213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3月20日 第201903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7 1609 10 12 17 26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20日

第 201907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60 1040 998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10 173 382330

5 12

纪检监察干部
“赶乡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胡永昌

“真是想不到！”3月15日，辰溪县长田
湾乡锄头坪村的杨毓金逢人便讲， 头一天
向县纪委监委反映的问题， 第二天便得到
回应。

3月初，辰溪县纪委监委成立文明志愿
者服务队， 利用农村赶集群众比较集中的
特点，来到群众身边，收集问题线索。3月12
日，正逢长田湾乡赶集，杨毓金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进行了反映。 老杨家的林地和邻县
中方县接界， 因林地勘界问题和中方县泸
阳镇的胡某发生过多次纠纷， 乡村两级多
次调解也没有成功。 县纪委监委的志愿者
热情接待了杨毓金。让老杨想不到的是，第
二天， 辰溪县林业局调纠办和林权股的干
部就上门来了。

当天的“与纪检监察零距离” 服务活
动， 志愿者们向群众发放纪检监察信访举
报、监察法、互联网+监督等资料600多份，
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00多人次， 发现问题
线索2个，及时帮助群众解难事5件，化解信
访问题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