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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2020年新年第一天，长沙市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传来好消息：2019年长沙消
除291个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目前已实
现574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部清零。

近两年来，长沙将发展壮大新型村
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引政策、资金、人才、项目“活
水”，激活村级集体经济“一池春水”，一
个个“薄弱村”精彩蝶变，共同绘就了长
沙乡村的“富春山居图”。

一张新蓝图，牵住乡村
振兴“牛鼻子”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曾是省会长
沙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
出表现，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一大短板。”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志强告诉记者，2018 年初，全市 953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年收入 5 万元
以下的薄弱村有 574 个，占比约 6 成。
穷家难当、无米下锅，难倒不少想干事
的村负责人。

顶层设计蓝图，切中乡村振兴要
害。2018年7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
专门文件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走
出一条具有长沙特色的村级集体经济
振兴之路勾画出一张新蓝图。

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成为
省会的“一把手”工程，该市成立了由省
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任组长，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任第一副
组长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起“市统筹、县为主、镇负责、村
实施”的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五级书记
齐抓乡村振兴”的局面。

号角吹响，各级各部门因地制宜贯
彻落实，一场“薄弱村”清零行动在星城
大地展开。

“四型”新模式，掀起集体
经济发展新浪潮

2018年12月26日，我省首次线上
和线下同步举行的农村土地经营权竞
拍会，在望城区乔口镇田心坪村举行，
该村对 2510 亩土地的 7 年经营权进行
公开拍卖。“村里原先缺乏产业，每年村
集体收入不足1万元。”田心坪村党总支
书记陈杰说，依托土地合作和公开竞
拍，引进文和友集团等经营主体，共同
开发 1000 亩小龙虾示范养殖基地。如
今，闲置土地盘活了，“荷花+小龙虾”特
色种养业红红火火，每年可获得土地溢
价收入20万元。

“长沙发展的村级集体经济是新型
的，不走过去‘生产队’的‘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老路。”黄志强介绍，重点在盘
活农村资源要素和创新体制机制上做

文章，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集体资源
资产的保值增值，具体提出土地合作
型、资源开发型、物业经营型、乡村服务
型“四型”集体经济新模式，像田心坪村
走的就是土地合作型路子。

长沙县成立星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强村分公司，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项目，每村每年可获收益15万元；
望城区安排1500万元专项引导资金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浏阳市统筹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建设用地入市项目支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宁乡市成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村级集体经
济的资源资产归集、政策规划制定和督
查指导、咨询服务，为发展壮大新型村
级集体经济提供坚强保障……

2018、2019两年，长沙共铺排实施
“四型”项目800个，目前村级集体经济
过50万元的村达到204个，122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

村村新蝶变，释放乡村
发展新活力

走进长沙县金井镇金龙村，只见九
溪河倒映着白墙灰瓦，整洁宽阔的柏油
道路旁，农户庭前是菜园，屋后是茶园；
清澈的自来水流进农家，洁净的沼气
成为新能源。“这两年村庄的变化可以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泥巴路变成了到户
柏油路，两旁还增加了绿化，安装了路

灯。”田里屋组村民戴发明感慨。
发展的红利由村民共享。仅 2018

年，长沙全市就从集体经济收入中支取
13.47亿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益事业发展，切实增强了农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例如岳麓区后湖新村从
集体经济收入中拿出1400余万元用于
村民医保、养老保险、成员分红等集体
福利；望城区中华岭村每年除为 2000
多名村民缴纳医保28万余元，还为五保
户、低保户发放救助金4万元。

腰包鼓了，乡村“活”了，全市“五大
振兴”齐头并进。产业方面基本形成长
沙绿茶、宁乡花猪、浏阳油茶、望城蔬菜
和小龙虾、花卉苗木“一县一特”发展格
局；人才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增
至 2.8 万家，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5 万人；文化方面创建省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试点中心2个、所112个，建设标
准化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100个；组
织方面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86个，有
效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生态方面
创建了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沙将启动新一
轮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
动，将“薄弱村”界定标准从现行5万元逐
步提高到20万元，深化土地改革，加大
人才培养和引进，规范资产管理，进一步
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龙

文泱）今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走向美好生活”湖南省文艺轻骑
队“精准扶贫”优秀文艺作品巡演活
动，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十八洞村启动，来自全省的优秀
文艺人才组成的文艺轻骑队用精彩
的演出，为十八洞村群众送上了丰
盛的新年“文化大餐”。

独具特色的苗鼓表演《苗鼓神
韵》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接着，独唱

《你别走》、小品《请为我打分》、常

德丝弦《爱在潇湘》、舞蹈《板凳宽
幸福扭》等上演。它们用群众喜爱
的形式，讲述基层精准扶贫的故
事，为人们坚定脱贫致富信心加油
鼓劲。寒风不减演员和观众的热
情，台上演得专注，台下看得认真，
掌声不断。

我省文艺轻骑队“精准扶贫”优
秀文艺作品巡演活动已连续举办 2
年。1月3日至5日，省文艺轻骑队还
将走进邵阳新宁、永州宁远、株洲醴
陵。

十八洞村：

文艺轻骑队来了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熊
远帆）今天凌晨零点刚过，长沙音乐
厅内响起了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
奏响的《歌唱祖国》，引起全场观众
一同合唱。今年，省会长沙首次举办
了跨年音乐会，由乌克兰国家交响
乐团带来演出，演出从2019年12月
31日晚10点半持续至1月1日凌晨
0 点 15 分，让市民跨年夜文化生活
多了一份选择。

长沙音乐厅工作人员陶宣甯告
诉记者，此前音乐厅方面还比较担心

是否会有听众在深夜10点半来欣赏
一场交响乐，如果只有一两百观众，
场面就难堪了。没想到门票全部售
出，1391个座位全部满座。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有着百年
的历史传承，演出由世界级的指挥
家尼古拉·朱里亚尼担任指挥，包括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春之声圆舞
曲》《四小天鹅舞曲》等名曲都一一
奏起。现场氛围轻松，乐团也和听众
多次互动合唱，带给大家不一样的
新年“浪漫”。

长沙：

听着音乐会跨年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中国体育彩票”2020 全国新
年登高健身大会暨郴州市第十四届
登苏仙岭活动在郴州苏仙岭举行，
1500多名登山爱好者及郴州市民以
登高健身的方式喜迎新年。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是国家
体育总局推出的品牌活动，在北京
设主会场，全国各地设分会场。郴州
市已连续13年举办庆元旦登苏仙岭
活动，在新年的第一天登高健身，已

成为郴州市民迎接新年的传统。本
次活动设男、女甲组，男、女乙组，男、
女青少年组以及幸福家庭亲子组，从
起点到山顶，全程5公里。活动上午9
时开始，选手们一边高歌、一边前进，
热情地迎接2020年的到来。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
办，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湖
南省体育局、湖南省体育总会、中国登
山协会、郴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郴州：

登高健身迎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人们庆祝
新年的热情。

元旦之夜，在长沙三馆一厅旅游
码头，各式游轮装点起五彩灯带，像
一个个别致的水上移动“客厅”。记者
与众游人一起踏上“远帆”号游轮，驶
向湘江之夜，赴一场焰火之约。

“远帆”号游轮弧线动感，犹如
一艘“太空梭”。通透的玻璃幕墙由
舱底延伸至船顶，舒适宽敞的船舱
内游人满座。站在全敞开式的二层
露天甲板，如同置身江面。寒风猎
猎，心潮澎湃，在湘江与浏阳河交汇
之处，游轮欢快起航了！

夜色柔美，灯光璀璨。离开造型
如沙堆砾石的三馆一厅建筑群，游
轮逆江而上。

湘江两岸，摩天大楼勾勒出流
动的城市天际线，楼宇灯火通明，灯
光秀形成美轮美奂的光影空间。

伫立在江边的旧址、遗迹蕴藏着
文化的密码，静静凝视往来。裕湘纱
厂、新民学会旧址、朱张渡……景观瞬
间轮换，游人仿佛在时空隧道中穿越。

在缓缓北去的江水之中,橘子洲
犹如一幅动人的风景画。人在江风

里仰望岳麓山，山体轮廓清晰，深邃
平和。山顶的电视塔旋转观光厅分
明是夜空中一座巨大的“灯塔”。

洲之飘逸，水之灵动，山之沉
稳。喧嚣与安静瞬间转换，现代和传
统交融共生。这是湘江夜游的独有
风情。

晚 8 时 30 分，游轮行至杜甫江
阁。2020年长沙第一场橘洲焰火“冬
之韵”如约而至。

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焰火，照亮
湘江夜空，或似流瀑，或像星辰，或如
绣球，这是新年祝福最诗意的呈现。

烟花有多美，湘江之夜就有多
美。升腾的焰火与自然景色浑然天
成，倒映在波光闪烁的江面，大气磅
礴，浪漫至极。

20分钟，焰火尽情绽放，游轮上
相机不停闪烁，惊呼声、赞叹声此起
彼伏。

随着《2020 幸福相约》篇章落
幕，动人的烟花盛宴画上句号。

据悉，长沙湘江水上旅游目前
开通了橘子洲西至三馆一厅码头往
返、橘子洲西至长沙县陶公庙码头
往返 2 条航线，打造了多个特色产
品，如湘江泛舟游、橘子洲夜游、焰
火游、浏阳河一日游等。

美在湘江烟花夜

湖南日报记者 陈新

“方便快捷，高端大气！”1月1日上午，长沙新汽
车南站正式运营。长沙市民王璐来此乘车前往永
州。眼前的这座新汽车南站宽敞明亮，温暖如春，令
她直呼“太舒服了”。

长沙新汽车南站是以城际铁路、地铁和区域性
长短途客流集散为主，包括客运、公交、地铁、城际
铁路、空港直连、出租车、社会车辆等“七位一体”的
大型交通综合枢纽，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便捷、
智慧的“零距离”换乘出行方式。记者跟随王璐女士
进站，体验这座全新的交通枢纽。

走进售票大厅，只见约两层楼高的大厅高低错
落，空间感十足。大厅里有20余台自助售取票机和
10个人工窗口。在售票大厅完成取票步骤之后，王
女士来到了一楼 A 区候车室。根据票面信息，王女
士在4检票口处座位等候。

A区候车厅有11个检票口，每个检票口配有智
能的检票系统。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湖南省首个运用
人脸识别技术的客运站，只有人证票三合一才能进

入发车区。
12时15分许，车站广播通知响起，从长沙开往

永州的NO54次班车再过15分钟就要发车了。王璐
起身检票，将身份证放在检票口识别器扫描，人脸朝
向摄像头，约2秒钟，闸口自动开启，她随即进站上
车，感觉确实比人工检票方便快捷。

进站很方便，出站怎么样？新汽车南站外围交
通采用立体交通模式，即客运车辆高进高出，市
内车辆平进平出，过境车辆快速从高架通过，站
房内客流在垂直方向上可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衔
接与转换。记者下到站楼二楼落客区，乘坐电梯
就来到了一楼的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社会车
辆、城铁换乘区。根据醒目的标识指引，除了通往
城际铁路的通道正在施工，需走到约 200 米外的
洞井站乘车外，其余交通方式均可在车站内实现

“零距离”换乘。
长沙新汽车南站总建筑面积50.3万平方米，建筑

体量是老汽车南站的1倍多，运输网络辐射全国9省区
的51个城市和省内11个市州，日均发送班次近400
个、旅客4500人左右。

将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一池春水”——

长沙574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清零

记者探访长沙新汽车南站——

2秒刷脸进站，“零距离”换乘出行

1月1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游客在湖边水杉树下散步观景。当天起，省植物园正式对游客免费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1月1日起，湖南省森林植物
园（简称省植物园）正式向市民免
费开放。省植物园相关负责人提
醒，为了科学管控园区游客流量，
给游客提供良好的入园体验，该
园以预约制和准入制的方式，实
行游客入园“免费不免票”的管理
模式。

实行免费开放后，该园的开
放时间为夏季6时至21时，冬季
6 时 30 分至 20 时 30 分。游客接
待上限为重大活动期间 4 万人
次/天，非重大活动期间 2 万人
次/天。

高龄老人、残疾人以及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由监护人（监护
人预约）陪同免票入园。周边居

民早晚健身实行一次录入，常
年快捷便利入园。普通游客入
园有两种预约方式，一是线上
预约，游客可通过湖南省森林植
物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官网以及
携程网等预约平台预约，凭预约
身份证或二维码核验入园；二是
现场预约，没有线上预约的游
客，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
服务窗口现场领取入园凭证，检
票入园。

目前，省植物园有 3 个入园
大门，分别是韶山路西门、湘府
路北门和圭白路东门。湘府路北
门和韶山路西门有停车场，但车
位有限，提倡市民绿色出行，尽
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经停韶山
路西门的公交线路有 7 路、16
路、17 路、23 路、102 路、120 路、

123 路、140 路、141 路、147 路、
152 路、209 路、210 路、221 路、
262 路、229 路、230 路、502 路、
702 路、801 路、802 路、806 路、
穿梭巴士 2 号线等；经停湘府路
北门的公交线路有 16 路、370
路、602 路、938 路等；市民也可
乘坐地铁 1 号线到省政府站下
车，再转 938 路公交车至湘府路
北门。

该负责人还介绍，2019 年
1 月 1 日后购买了年卡的市民，
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退卡内余额。年卡为 100 元/
年 ，以 365 天 为 核 算 标 准 ，按
0.27 元/天 退 额 ，乘 以 未 到 期
日。市民持身份证和年卡至省
植物园游客中心即可办理（可
以代办）。

省植物园免费了，怎么游？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钟杰)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耒阳市融媒体中心“中央厨
房”上线试运行，开启了该市媒体宣传从相“加”到相

“融”的新征程。
2019年4月，耒阳市融媒体中心成立，由原耒阳市

广播电视台、耒阳市全媒体中心(耒阳报社和耒阳新闻
网)两个部门融合，整合电视新闻、104.5广播、耒阳手
机台、《文明耒阳》 报纸、《文明耒阳》 微信公众号、

《文明耒阳》App、新湖南(耒阳)、掌上衡阳(耒阳)、耒
阳新闻网、耒阳手机报、耒阳发布等平台。

目前，耒阳市融媒体中心依托湖南日报社省级技术
平台，重构了“策、采、编、审、发”业务流程，促进
了新闻要素深度融合、报道资源充分共享，构建起了

“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的运
行模式，有效打通了新闻宣传工作“最后一公里”。

开启相“加”到相“融”新征程

耒阳市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试运行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2
13
224
802
7632
14365
89756

中奖注数
（湖南）

0
0
4
35
227
501
2536

单注奖金
（元）
1441560
17135
1988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20年1月1日 第202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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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3004 05 08 18 19 22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月1日
第202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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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844
0

1399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877760

0
242027

0 78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余蓉）长沙市一中校友刘
庄，因在化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日前获得两项殊
荣，即“第七届中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青年化学
奖”和“2019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青年科学奖”。

据悉，这两项大奖均是授予在化学领域获得突出贡
献的青年学者，是化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奖项之一，而刘庄
是2019年度唯一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青年学者。

刘庄 1997 年进入长沙市一中学习，以多个学科接
近满分的成绩毕业，曾获全国化学竞赛一等奖。2000
年，刘庄以优异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求学，本科毕业后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录取，师
从杰出华人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同为长沙市一中
杰出校友的戴宏杰院士。2009 年 6 月，刘庄来到苏州大
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开始了前沿科技的研究工
作。

刘庄系统研究了多种纳米材料的生物学效应，探索
了功能纳米材料在生物影像与肿瘤诊疗中的应用，并提
出了基于生物材料的局部治疗介导增效肿瘤免疫治疗的
创新策略，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广
泛的国际学术影响。此外，依托刘庄团队在生物材料增效
肿瘤免疫治疗方面的基础研究成果，相关技术的产业化
与临床转化工作也已启动。

长沙市一中校友刘庄
荣获两项化学大奖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黄世玉 曹联华） 1 月 1
日零时起，全省44个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全面永久性
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1
日上午，益阳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工作启动仪式，在该市资阳区
渔政码头举行。

启动式上，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
捕工作有关要求，全省44个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全面禁止
生产性捕捞；保护区以外的天然
水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实
行暂定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禁
捕期间，禁止所有船只进入禁捕
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禁止动用一
切捕捞工具在禁捕水域从事捕捞
生产。违反者，由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立即停止捕捞，依法给

予 行 政 处 罚 ； 使 用 禁 用 的 工 具 、
方法捕捞水产品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9 年，益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禁捕退捕工作，坚持高位推
动，精准摸底，精准识别，部门联
动，扎实推进。作为试点区县，资
阳区在渔民身份认定、渔船渔具评
估等关键点上，探索出了充分运用
相关部门数据核查、确认工作从严
审核公开透明、聘请专业中介机构
评估渔船渔具等经验做法，获全省
推广。目前，资阳区已完成全部专
业捕捞渔民的船舶牌证收回和渔船
拆解、渔具回收工作，并与专业捕
捞渔民全部签订了退捕协议，成为
全省第一个专业捕捞渔民全部退捕
的区县。

下一步，益阳市将在加快收船
收网、引导转产转业、严防严控严
打上下功夫，切实守护好一江碧
水。

1月1日起——

全省44个保护区永久禁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