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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3月19日，沐浴着温暖的春光，记者
走进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荷塘村，见
一排排新树整齐地挺立在道路两旁，为
乡村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

近年来，岳塘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绿色发展
之路，今年1月，该区因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效明显，被省政府通报表彰和奖励。

“绿色，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
色。”岳塘区负责人说，他们一方面通过
扩大绿化面积、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充
满绿色；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型、提升科
技含量，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发展。

“绿色+绿色”，是岳塘区探索出的
高质量发展特色之路。

绿化覆盖率43.7%
——空气更鲜了，城市更美了

“快，帮我在树下拍张照，后面的湖
也要拍进去！”3月19日，95后姑娘小郑

与男友在离家不远的岳塘区荪湖生态公
园散步，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这里的美
景令他们陶醉。

据介绍，荪湖生态公园以“鱼游春
水，兰芷汀洲”为主题，贯穿鱼和水的元
素。原来的一条排污渠道，也已打造成生
态、清澈的景观渠，使游人获得“鱼栖清
流”的立体游览体验。

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重
点区和湘潭市中心城区，岳塘区将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去年,绿化覆盖
率43.7%，空气质量优良率75.7%，湘江
断面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保持Ⅱ类以
上……一组组扎实的数据，是岳塘区生
态文明建设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在岳塘区东方红广场，一座美观新
颖、卫生整洁的公共厕所受到大家点赞。
岳塘区环卫所安排专人管理保洁，公厕
外墙还悬挂着管理制度和卫生标准。

“我们将绿色发展贯穿于城市建设
的方方面面，让居民成为真正的受益
者。”岳塘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下半
年来，该区新增和提质改造公厕8座，创

建 4 条无烟示范街，取缔 14 个马路市
场，取缔改造546处开放式垃圾围子，消
除 103 处裸露黄土，完成 4 处黑臭水体
治理，完成3022户“厕所革命”改造……
一座空气新鲜、环境优美的城市正款款
走来。

拒绝“带血”的GDP
——产业转型加快，创新

动力增强

3月17日，岳塘区20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其中，10 个项目落地全省唯一
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导产业的省级园区
——岳塘经开区。这些项目中，既有商贸
物流产业，也有文旅休闲等产业，总投资
额28.2亿元。“我们拒绝‘带血’的GDP，
拒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入园，商贸物流
是我们的特色，绿色发展是我们的底
线。”岳塘经开区负责人表示。

位于岳塘经开区的盘龙大观园被
誉为湘潭市“绿色名片”。作为岳塘区
精心打造的项目，盘龙集团投资 20 多

亿元，引进名贵花草树木30多万株，昔
日荒凉的山坡成了鸟语花香的国家4A
级 景 区 。如 今 ，这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90%，负离子数量是城区的 100 多倍，
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带动附近 30 多户
花卉专业户和200多家农家乐，村民的
腰包越来越鼓。

位于岳塘经开区的竹埠港转型,也
是岳塘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这里
28家化工企业关停后，竹埠港老工业区
从此成为历史，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的
竹埠港新区来了。岳塘区负责人介绍，竹
埠港新区将坚持走绿色发展路子，瞄准
尖端前沿产业精准招商，致力打造产城
融合示范区和长株潭“最美江岸”。

推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岳
塘区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2019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6%。“今年，我们将实现研发经费投
入占 GDP 比重 2.7%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2%以上，基本建
成较为完善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岳塘
区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记者今天获悉，永兴县日前
举行2020年重大产业项目“网上”集中签
约仪式，与广东绿晟环保公司、湖南华控
鸿南文化集团等11家企业签约，合同引进
投资46.66亿元。这些科技含量高、体量规
模大、辐射带动强的绿色无污染项目，将
为该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永兴被誉为“中国银都”，曾因粗放
式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该县近年来瞄准金银

产业发力，实施“中国银都”首选发展战
略，推动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项
目集群进园区，把产业链做成产业集聚
发展的主脉，实现优势互补、做大做强。
该县对 132 家稀贵金属企业“重新洗
牌”，整合成30家集团化企业，目前已入
园26家，并把好产业、园区、企业3个层
次环评关，打造了循环经济示范样板。
去年,全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9%。

依托“中国银都”产业基础，该县着力

引进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
高的项目，实现金银产业链条向两端延
伸、产品向精深拓展、产业向高端提升。通
过“引进来”“走出去”，该县有20多家骨干
稀贵金属企业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高
校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先后开
发生产925白银、硝酸银、银触头、铋合金
等高新技术产品50多种。有关企业取得
了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12项，申请专
利220件。如“银的高效绿色制备及其高
附加值产品开发”被列为国家“863”计划

项目。荣鹏、鑫裕与中南大学联合研发的
复杂二次资源中稀贵多金属分离回收关
键技术及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该县金银产业已有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2家、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3
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2家。近
两年,金银产业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
年递增 30%以上。前不久，省政府对永
兴县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奖励。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刘建安 曾峰）3 月 19 日
一大早，娄底老市委大院门前，志愿
者杨凤仁热心地引导过往群众注册
湖南省居民电子健康卡。截至目前，
娄底市已登记电子健康卡绿码超208
万人，构筑全新的“网格+数字”疫情
防线。

自湖南省居民电子健康卡上线
“红、黄、绿”三色码功能以来，娄底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高度重视，多次下发
推广通知和督查通报；各县市区积极
宣传，大力推广，充分利用电子健康
卡的疫情风险等级提示加强网格管
理，进一步做实全市“外防输入”防控
措施。为当前形势下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生产，提供了重要支
撑。同时，也为企业复工和居民生活
提供了便利。

娄底市推广健康码后，娄星工业
集中区第一时间传达企业，并通过设
计印制“健康码”宣传册、微信群推广
宣传，园区内 32 家规模以上企业，
3000多名员工全部注册。湖南格仑新
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傅佩勇介绍：“每
天上下班，不用再在厂门口等待，只
需拿出手机查看就可以了。”新化县
组织网格员向辖区门店宣传电子健
康卡，并发放办理电子健康卡的二维
码。“通过电子健康卡，我们营业更加
稳心。”新化县立新桥社区餐饮店店
主卿满贞表示。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邓梁 邓倩）3 月 17 日上
午，长沙县春华镇大鱼塘村农配网改
造现场，电力工作班成员在临时搭建
的防疫检测点，有序进行测温、消毒。
一旁的安全围栏上，“此处施工 请绕
道通行”的警示牌十分醒目。当天,电
力人员将完成一台 200 千伏安变压
器及高低压导线架设等工作。

大鱼塘村栗元台区配变容量160
千伏安，共有用电客户98户，存在导
线截面小、供电半径远、部分电杆老
化严重等问题。据介绍，改造后一分
为二的两个台区，供电户数不到 70
户，最远供电半径580米，加上对用电
负荷割接和原老旧线路升级更换，将

彻底解决当地的供电问题。
“目前长沙81个在建农网改造项

目已全面复工，施工人员到位率达
138%。”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司在加强复工管理、严格施工
方案刚性执行、坚持把好质量关的同
时，将加快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确保疫情防控和电网建设两不误。

据了解，今年是长沙电网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6 月 30 日
前，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将对农网改造
工程完成投资6.46亿元，涉及125个
批次工程、1259个单项，包含新建、改
造10千伏线路1054.8千米，新建、改
造配电变压器 1714 台/320 兆伏安，
新建、改造低压线路2153千米。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程官生

三月桃花朵朵开。3 月 19 日上
午，走进临澧县刻木山乡桃树村，只
见大小山头成片的桃林花开正艳，前
来踏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位于官亭水库旁的桃花岭最为
热闹，种植了300余亩中华脆蜜桃，桃
树茎干和枝头尽是花。穿梭花丛中，
还可以俯瞰水库。无限春光尽收眼
底，吸引了大量游客。

种植户陈定忠发展旅游经济，办
起农家乐，供游客唱歌、烧烤、餐饮。
从常德赶来赏花的市民杜卫华，高歌
一曲后，当场作诗一首：“岭上花枝坐
仙台，晴光拂水桃花开。野山碧湖垂
目尽，流览丹霞灼春来。”

“疫情发生后，春耕生产有所延
误，但是近期追肥效果好，也请了乡

亲帮忙修剪。根据开花情况评估，今
年结桃比往年还要好，有信心创收50
万元以上。”陈定忠说，现在单接待游
客，每天也能赚500元左右。

桃树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胡良淼
说，该村种植桃树有20多年历史，因此
得名。近年来，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不断改良升级，去年底全村脆蜜
桃种植面积达2000亩，仅此一项带来
300多万元收入，全村70%的农户直接
受益，80%以上的贫困户脱贫。

“今年疫情发生后，村里广泛发
动村民扩种，将山上荒地都利用起
来，种上脆蜜桃。初步统计，今年又新
增500多亩桃林。”胡良淼说，为了减
少疫情带来的损失，刻木山乡出台扶
持政策，对新种植特色产业30亩以上
的农户，每亩苗木补助100元；100亩
以上的，每亩补助200元。预计今年人
均收入可突破8000元。

桃花依旧笑春风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王梅
通讯员 罗曲星 陈咏涛

春风一笑绿山冈，喜见黄茶处处芳。
3月19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衡

阳县界牌镇上塔村。在位于正冲组的
湖南长健农业发展公司黄叶茶基地，
只见一些农民在劳作,从山脚到山头
的梯土，呈盘旋式向上延伸，层层梯
土上都种满了黄叶茶。枝条上嫩绿的
叶芽向上生长，随风摇曳，生机盎然。
茶园翠绿一片。

“上塔村地处高寒偏远山区，属
省级贫困村。”湖南长健农业公司负
责人说，该村独特的地貌、肥沃的土
壤、适宜的气候，最适宜种植高端茶
叶。这次公司共栽种新茶面积近600
亩。3年后，茶叶就能采摘。

2016 年 11 月，长健公司从中国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引进特异型黄叶

茶——中黄一号、黄金芽、黄金叶系
列品种。这个茶叶品种的特点是颜色
金黄，香高汤靓，氨基酸含量高。

2017年3月，黄叶茶项目呈报界
牌镇党委、镇政府，得到全力支持。合
同流转土地5000亩，时间30年。公司
一次性向土地流转户交纳3年的土地
流转金，让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湖南长健农业公司负责人介绍，茶
场规划面积5000亩，涉及上塔村、两冬
村12个村民小组。达产后，可安排当地
村民300多人劳务用工，户均增收3万
元左右。去年10月，在长沙主办的第11
届茶叶博览会上，“中黄一号”荣获金
奖，去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在上塔村流
转土地面积1500亩，种植中黄一号、
黄金芽、黄金叶系列特异黄叶茶。今
年底，他们将在两冬村再流转土地面
积500亩，扩大黄叶茶种植面积。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肖
霄 张佳伟 通讯员 阳望春 杨松明）
3 月 20 日，阳光明媚，城步苗族自治
县丹口镇下团居委会杨开通的 400
亩红茄种植基地热火朝天，40多名工
人正在翻耕、起垄、施肥、盖膜。50 多
个育苗拱棚里，红茄幼苗长势喜人。

2 月上旬以来，在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城步立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和气候优势，全面铺开以红茄、南
山萝卜、西红柿为主的高山蔬菜种
植。该县184支驻村帮扶工作队、584

名工作队员、6595名结对帮扶人员下
到村里，因村制宜，发动群众种植高
山蔬菜，帮助群众代购蔬菜种子1800
公斤、复合肥2万余吨。

为调动种植积极性，该县拿出228
万元对42户(家)高山蔬菜种植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进行奖励，继续开展蔬
菜价格指数保险工作，参保面积扩大至
1万亩以上，加大产品认证、商标注册、
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政策扶持。

目前，城步已落实高山蔬菜种植
面积40万亩，比去年增加3.2万亩。

湘西州建成首家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湖南日报3月 20日讯（记者 李孟
河 通讯员 李焱华）琳琅满目的书籍,几
张长脚座椅，室内窗明几净。3 月 20 日，
在泸溪县浦市古镇游客中心，一家24小
时自助图书馆完成了收尾工作。据了解，
此为湘西州首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疫
情结束后正式开放，届时读者可凭身份
证或借书证全天候自助借还。

泸溪县图书馆馆长毛军介绍，该图书馆
2019年11月投入建设，使用面积24平方
米，总投资50万元，馆内藏书3000余册，内
设自助借阅机、电子书阅读机，读者还可通
过移动终端随时下载电子阅读资源。

开福区超4000万元
“红包”回馈消费者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相约春天·开启幸福”2020长沙市开
福区消费节在东风路街道富兴广场启幕，开
福区委区政府联合全区千家商户发放消费
大“红包”，回馈总金额超过4000万元。

活动从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涵盖线
上线下吃喝玩乐购10大主题活动。活动
集结了饿了么、钉钉、美团等8家线上销
售运营平台，及富兴、万达、世纪金源、新
湖南等10多家商业综合体及高端商务楼
宇积极参与，将推出半价游世界之窗、星
级酒店3折定等海量优惠。

永州城乡低保和
特困救供标准再提高

湖南日报3月 20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黄玲玲）永州市民政局、财政
局、扶贫办日前联合下发通知，提高全市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救助水平及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通知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永
州市城市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由340元
提高到35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上年的每
年 3700 元提高到 4000 元，月人均救助
水平由 200 元提高到 220 元，惠及全市
16 万余名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城乡
低保标准的1.3倍发放，即城市特困不低
于每人每年7800元，农村特困不低于每
人每年5200元，其中在农村敬老院集中
供养的特困不低于每人每年 7800 元，4
万余名城乡特困供养人员从中受益。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邹康一 彭丽丽 雷文录）
3 月 19 日，溆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
贫困户张社青家迎来一件喜事：她
家的房子被正式确定为镇里首批

“润久·北斗溪民宿”，并于当天签约
挂牌。

张社青家离高铁站仅 5 分钟车
程，门前有300多亩油菜花，住在家里
满屋花香。长期在村里务农的张社青，
早就想发展农家乐增收，但一直没有
找到合适机会。3月2日，村里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宣布北斗溪高铁新镇民
宿旅游项目建设方案，张社青立即报

了名。有关部门经过实地考察，将她家
确定为首批开门经营的民宿院落。张
社青信心满满地说：“开办民宿后，家
里又多了份收入，稳定脱贫肯定没问
题。”

当天，溆浦县北斗溪高铁新镇民
宿旅游项目开工仪式暨全县扶贫产业
发展现场推进会，就在他们村里举行，
新镇民宿旅游的游客接待中心、研学
体验基地、农户民宿院落、田间游步道
等项目全面动工，首批民宿揭牌，开门
迎客。

北斗溪镇党委书记梁金华介绍，
该镇临近高铁站，生态环境优美迷人，

民宿民居独具特色，花瑶文化源远流
长，且地处山背梯田与穿岩山景区之
间，发展民宿旅游产业条件得天独厚。
去年 7 月，由“支教奶奶”周秀芳创设
的沪杭甬（鄞州区）研学实践基地就落
户该镇宝山村，带动12户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溆浦县按照“政府主导、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总体思
路，引进湖南慧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在北斗溪高铁新镇坪溪村、茅坡
村等地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品
位的特色民宿、研学农舍、体验基地，
带动农特产品开发销售，打造民宿旅
游目的地。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徐立荣）3月18日，汨罗
循环园区举行的2020年第一批重点
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上，该循环园区与
汨罗市职业中专携手共建的工业园校
区正式开工。该循环园区管委会党工
委书记、主任刘勇介绍，这是岳阳市首
个落户工业园区的职业学校校区，也

是汨罗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

据悉，该工业园校区一期总投资约
1.2亿元，计划建设2000个高标准学
位。汨罗市职业中专将与循环园区实行
专业无缝对接，开设高分子材料、人工
智能、电子商务、电子技术、计算机应
用、会计6个专业共30个教学班级。

今年 9 月，该工业园校区将建成
并投入使用。汨罗市职业中专校长黄
哲称，该校区将深入实施产教融合，引
导区域内行业骨干企业在校区建立企
业工作室、实验室，并把行业企业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之中，
培养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
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绿色”的探索
——岳塘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绿色项目成高质量发展“龙头”永兴

溆浦：高铁新镇美 民宿迎客来

学校与循环园区实行专业无缝对接

岳阳首个工业园校区花落汨罗

3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中青路北延线植树基地，市民在参加植树活动。当天，来自长沙市委统战部、市住
建局等7家单位的3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植树活动，共栽种各种树木400余株。开福区紧紧围绕林业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与蓝天保卫战、精准绿化、乡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今年将原计划7500平方
米的植树基地扩建至1万平方米，构建了品种丰富的绿色生态系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植树
添绿

新闻集装

筑牢“网格+数字”疫情防线

娄底超200万人申领健康码

6月30日前完成改造工程投资6.46亿元

长沙全面推进农网改造

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喜见黄茶处处芳

拿出228万元进行奖励

城步种植高山蔬菜40万亩

去年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7%，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