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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苗家阿公赶着牛在翻耕农田，苗
家阿婆在熟练地编织草鞋；银饰坊内
打制银器叮当作响，豆腐坊现磨豆腐
浓香四溢……

这是凤凰县竹山村“半坡部落”苗
寨，正在上演的村落剧《爱在竹山》。

竹山村曾是深度贫困村。2018年，
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该村，因地制
宜发展旅游产业。2019年7月，引进凤
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竹
山景区。仅两个月，“半坡部落”寨子变
身“爱在竹山”沉浸式体验景点。

疫情形势逐步好转后，竹山景区
于3月8日复工，“竹山乡居”民宿正式

开业。20多天来，景区人气十足，民宿
“火”到一房难求。

3月29日，记者慕名赶来竹山村。
毛毛春雨不减游人兴致，停车场停放
着浙、贵、渝、湘等地的私家车，村寨十
分热闹。

“半坡部落”寨子里，游客扮演剧
中一角儿，学苗语，穿苗服，跟着“村
姑”导游走村串户拜访阿公阿婆。簸
谷坪上，大家欢快地跳着农耕小舞，手
脚笨拙地尝试舂碓。织布坊内，游客
从阿婆手中接过梭子，坐上织布机，学
做民间传统纺织手工艺……

“竹山乡居”临水高崖，23 栋独立
院落依山而筑，鳞次栉比。院子里种
满了绿植，成片的鹅卵石上摆放着藤

椅，亲友们三五结伴享受着私密又开
放的空间。走进房间，落地大窗直面
沱江，两岸青山朗然入目。室内装修
讲究，书吧茶吧不失文艺。

“窗前沱江流淌，听风枕月，我们
就是奔着‘网红’民宿而来。”来自长沙
的游客毛江南一行 8 人，只订到一天
房。他说，若不是房源紧俏，真想多待
几天。

“50多间房几乎天天爆满，现在已
经预订到了清明节之后。”凤凰旅投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心笑称，
一个深山里的民宿，在疫情还没有解
除就这么火爆，超乎意料。

竹山建寨500多年，苗族民俗、建
筑保存完整，2019 年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省文化和旅游厅安排省旅游
专项资金约380万元，修建游客服务中
心、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并争取
上级传统保护村落资金300万元修复
保护苗寨。

“竹山乡居”租用了村民44栋安置
房，雇佣42名村民在景区上班，人均年
收入约2.7万元。

眼下，11 栋康养主题民宿即将完
工，景区临崖泳池、儿童乐园等正加速
修建。竹山景区虽暂未获批国家A级
景区，俨然已是“网红”气质。

村落变景区，村民变“演员”。
2019 年 12 月，竹山村贫困发生率从
21.8%降至0.88%，顺利通过国家脱贫
摘帽验收。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张丹妮 汤帅）今天，湖南省“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暨“才聚星
沙·智汇星沙”2020年长沙经开区、长沙
县高校毕业生线上招聘季活动正式启
动。高校求职毕业生即日起便可扫码登
录，在线投递简历、线上面试、线上签约。

据了解，本次活动联合长沙县内9所
高职院校和省内41所高校开展。活动时
间从4月1日至6月12日，持续近3个月，
目前已有三一集团、蓝思科技、山河智能等
百家用人单位发布需求岗位数近5000个。

除了公布求职信息外，此次线上招
聘页面还设立了“空中宣讲”“才聚星沙”

“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模块，通过知
名企业 HR 视频宣讲、企业工作环境等

“实景呈现”、政策咨询专栏设立、社会职
业导师在线指导等方式，向求职者展示
企业文化、人才培养计划、福利待遇以及
长沙县、长沙经开区落户、购房、毕业生
补贴、技能提升等人才政策，为2020届
高校毕业生“送政策、送岗位、送指导”。

招聘企业与求职毕业生可在长沙经
开 区 人 才 网 (http://www.jkqrc.com/)
首页的专题版块报名参加，或登录活动
专 属 网 址 ：http://www.jkqrc.com/
m_zphnet- c_show- id_2.html 进 行 注
册登录。

省“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专项行动”启动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住建部门获悉，岳阳市住建
局、发改委等8部门印发《岳阳市有效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这也是继
衡阳市、湘潭市、怀化市、益阳市之后，近
两个月来我省第5个出台稳定楼市措施
的市。

岳阳市从金融支持、税款和土地出
让款及报建费缴纳、预售许可和预售款
拨付等方面，支持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措施即日起施行，至今年12月31日止。

记者梳理发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衡阳市、湘潭市、怀化市、益阳市
相继出台了稳定楼市政策措施，包括购
房契税补贴、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延缓交

纳税金、阶段性减免和缓缴企业社保费、
降低土地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缴纳比例等。

省住建厅、省统计局今年 3 月末发
布的《关于2019年湖南省房地产市场形
势的通报》研判，预计下阶段全省将呈现
商品房销售面积继续下降、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速回落、商品房价格总体稳中有
降三大趋势。其中，长沙市受益于经济
发展态势良好、人口净流入影响，市场和
房价总体平稳；但省内三四线城市尤其
是人口净流出城市，房地产市场因疫情
而面临考验，加上受棚改规模、货币化安
置规模下降以及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等因
素影响，住房需求疲软，市场将有所下
滑。

湖南5市相继出台稳楼市举措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雄）今日，湘潭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片区开发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举
行。项目预计总投资90亿元，总占地
面积962.40亩。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片区开发
建设项目位于雨湖高新区，包括湘潭

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建设、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北二环城中村改造3个部
分。学校建成后将成为一所十二年一
贯制的公办名特学校，拟招收学生规
模为 4500 至 4800 人，学校计容建筑
面积约 8 万平方米，配备教职工编制
约 340 人。此外，项目片区内还将建

设4条道路和一座公园。
项目 建 设 单 位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该项目能切实解决湘潭大学片
区“有好学校上、留住人才”的供需
矛盾问题。下一步将集中精力推项
目、抓进度，又好又快推动项目竣工
见效。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长沙交警推出一批
样板路口，破解行人过街安全隐患大、
车辆通行缓慢等交通出行难题。

今年 1 月以来，长沙交警依托大
数据分析对全市主次干道的交叉路口
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发现部分路口存
在路口范围过大、路口空间资源设计
不精细、行人和非机动车路权不清晰
等共性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交通组织
不合理，这些路口也普遍存在车辆通
行效率低、行人过街安全隐患大、非机
动车行驶混乱等现象。

针对这一状况，长沙交警将8个城
区主干道路口列为第一批样板路口，通
过优化交通组织，提高路口通行效率，进
一步保障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安全。3月
20日，第一批样板路口改造正式动工，
目前8个样板路口全部改造完成。

8个路口分别是：人民路东二环路
口、湘府路芙蓉路口、芙蓉路劳动路
口、金星路佑母塘路口、麓谷大道桐梓
坡路口、杜鹃路西二环路口、营盘路黄
兴路口、湘府路韶山路口。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样板路口实现了 5 个方面优
化：压缩路口范围，将停车线前移 10

到 30 米不等；通过挖掘路口空间资
源，实现路口渠化，增加导向车道数
量；设置行人三角安全岛、二次过街安
全岛，增设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采取
非机动车上行人安全岛等候、在专用
导向车道等候、在非机动车蓄水池等
候三种形式，优化非机动车路口等候
空间；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及非机动
车组合箭头、蓝色导流标线等地面标
识，进一步明确非机动车路权，加强非
机动车通行引导。

下一步，长沙交警将推出更多交
通组织样板路口，打造更加精致、精
美、精细的交通出行环境。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正湖）近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印发《湖南省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以下
简称《计划》），鼓励以省级以上非遗代表
性项目为重点，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

《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面建立
湖南曲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完整档
案，做好湖南曲艺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记录工作；以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为依托，扩大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群研修研习培训覆盖范围；曲艺演出场

所数量和演出实践频次持续增长，形成
一批驻场演出场所和专题品牌活动。

《计划》要求，以省级以上非遗代表
性项目为重点，定期开展保护单位履责
情况检查，对履责不力的，进行及时调整
或重新认定。同时，加强成果利用、把青
年人作为曲艺传承的重点对象、组织展
演活动、开展曲艺普及等。各级文旅主
管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鼓励采取多种
方式动员和吸纳社会资金，支持曲艺传
承发展。

湖南省文旅厅印发通知

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刘永涛）
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加速恢复产能。长
沙赛搏机器智能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满
负荷运行，生产、组装的智能控制器设备
陆续发往中集集团、中铁装备等大型企
业。赛搏机器智能公司一季度订单量较
上年同期增长50%，全年营收预计可达
5000万元。

“面对疫情，公司化危为机，研发生
产不停歇，订单源源不断。”赛搏机器智
能公司董事长周翔介绍，公司自主研制
的控制器、遥控器、显示屏等智能部件，
助力工程机械实现少人化、智能化、物联

网化的目标，广泛应用于挖机、泵车、盾
构机、湿喷车、智能环卫车等机型。

赛搏机器智能公司是专注于工程
机械智能控制部件研发生产的“小巨
人”企业。该公司创立两年来，研制的
核心产品智能控制器，在工程机械行业
具有领先优势，助力传统工程机械从功
能机向智能机升级，是隧道机械、港口
机械、煤炭机械、挖掘机械等设备的关
键部件。赛搏机器智能公司系列工业
遥控器产品已占据盾构机、煤机、起重
机械等多个高端应用领域，完成进口替
代。

赛搏机器智能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一季度订单量较上年同期增长50%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
王晗）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的一期开发
已很成熟，二期建设大幕徐徐开启。记
者今天获悉，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东南
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长沙市政府正
式批复，定位“长沙城市副中心、产城融
合示范区”，将建设中央商务区、医疗康
养区等六大功能区。

梅溪湖国际新城是住建部 2012 年
批复的全国首批8个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之一。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东南片位于湖
南湘江新区，梅溪湖以西，象鼻窝北麓。
规划范围北至红枫路、西到栀子路、南靠
象鼻窝森林公园、东临长沙西三环，总用
地面积 13.17 平方公里，片区规划人口
13.81万人。

为打造“长沙城市副中心”，片区一
方面将提供更多文化娱乐、体育医疗、生
态休闲等城市服务，另一方面将强化以
医疗康养及设计展示等高端服务支撑，
实现对周边园区的服务辐射。为打造

“产城融合示范区”，片区将依托中联重
科“智慧产业城”，加快智能制造配套服
务功能与城区高度融合。

片区还规划有中央商务区、休闲活力
区、智能制造配套区、生态颐养区、医疗康
养区、雷锋文创小镇生活区六大功能区。
其中，中央商务区联动梅溪湖一期，支撑
城市新中心的总部经济、专业服务与行政
商务功能；医疗康养区将切入基因检测和
干细胞领域，建立专科医院集群；智能制
造配套区为中联重科的产业提供居住、休
闲、商业办公等配套服务功能。

长沙梅溪湖二期东南片规划获批复

疫情期间开业，50多间房几乎天天爆满——

苗寨民宿变“网红”

破解行人过街安全隐患大等难题
长沙交警推出一批样板路口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湘大附属学校项目开工建设
总投资90亿元，占地面积962.40亩

水果销售 电商搭台
4月1日，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瓦扎湾村沃柑基地，果农在采摘鲜果。今年，该

县62个贫困村的上百名果农转变了传统的销售思路，开网店、忙直播，实现了农产
品源头直供，2000万斤沃柑及时运出了大山，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陈健林 摄

——扶贫印记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谢华兴）记者今天从恒丰银行长
沙分行获悉，该行主承销的20三一股份
SCP002、20三一SCP002两笔超短融资
债券成功发行，总金额20亿元，票面利率
2.35%。此次三一集团两笔融资债券，创
湖南民营企业债券发行利率新低。

面对疫情影响，三一集团积极复工
复产，顺利交付国内外订单，迎来“新基
建”重大发展机遇。恒丰银行长沙分行获
悉三一集团融资需求，立即成立项目组，
开辟专项绿色通道，快速完成行内申报、
审议和审批，实现融资债券落地发行，大
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主承销，票面利率低至2.35%

20亿元超短融资债券
助力三一集团发展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张福
芳）记者今日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

《长沙市 2020 年春季开学工作方案》
已由长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印发，各
中小学（幼儿园）将分4批错峰开学。

普通中学高三、高考补习学校补
习班、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初三年级为
第一批，4月7日开学。普通高中、初中
其他年级、特教学校高三年级为第二
批，4 月 13 日开学。第三批为小学、中
职其他年级。第四批为幼儿园、特教学

校、培训机构。第三批、第四批开学时
间另行通知。

高校在全市中小学基本开学以后，
结合本校实际确定开学初步时间，报所在
市、区（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后，
提前5天报省教育厅备案，由省教育厅安
排开学时间。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专修
学院）开学时间参照高校开学时间。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报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评估后开学。
疫情防控期间，一律禁止校外托管行

为。
按照方案要求，教师授课时需佩

戴医用口罩。食堂、小卖部、保安、校医
等重点岗位人员必须佩戴医用口罩。
学生返校或回家途中，如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学生到校
后，在教室上课必须戴口罩，在户外、
运动场以及人员间隔距离比较大的地
方，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佩戴口罩。学校
将准备备用口罩，为贫困学生、没有买
到口罩的学生使用。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将错峰开学
前两批开学时间分别是4月7日、13日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明涛）
3 月 31 日，记者从张家界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
获悉，张家界市向全社会公
开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投诉举报方式，即日起，企业

（项目）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以及遇到
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假
作为、乱作为等问题，都可以
直接投诉举报。

为确保企业（项目）反映
问题的办理质量和办理效
率，该市成立了指挥部,设立
了环境优化组专门负责投诉
举报的受理和转交办，设立
项目推进组和资源保障组负
责及时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设立督查督办组对举报投诉
问题办理情况进行督查督
办。投诉举报实行 24 小时
受理，受理后24小时内明确
办理方式或办理主体进行转
办交办，并向投诉人反馈办
理情况，10个工作日内限时
办结，办理结果同步向市指
挥部、诉求人反馈并进行满
意度调查。

据介绍，该市设立举报
方式，旨在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切实有效推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高效
受理处理企业问题反映和诉
求，为企业提供宽松的政务
环境、及时的协调保障、优质
的“保姆式”服务，让企业集
中精力抓发展，一心一意搞
建设。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
者 黄巍)记者今天获悉，沅
陵县麻溪铺镇拆违和以路
为市的整治工作已完成，摊
贩都搬迁到临时市场，新农
贸市场正抓紧建设，预计 9
月底完工。

怀化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马路市场专项整治工
作，召开马路市场安全隐患
专项整治部署会，明确14个
市直职能部门驻点督导全
市 13 个县市区和怀化高新
区、经开区。按照“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
留死角”的原则，组织开展
地毯式排查，形成问题清
单，建立隐患台账，并明确
整改责任部门、整治目标和
整治时间。市政府调研督
导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
式，进行督查督办。目前，
全市197处马路市场通过采
取取缔关闭、搬迁、转移、改
道绕行等措施实施了有效
管控。

今年，怀化市拟新改扩
建农贸市场 90 处。为加快
市场新改扩建进程，各县市
区按照“一市场一方案一专
班”原则，科学制定辖区内
农贸市场和乡村集市新建、
改扩建计划。在规划选址、
用地安排、资金筹措、税费
减免、工程报建等方面给予
政策支持，做到建成一批、
验收一批、引导搬迁一批、
规范运营一批。溆浦县对
33 个马路市场通过发布公
告、专班值守、联合执法、设
置栏杆、搬迁临时场地等方
法，将流动商贩、占道经营
户劝诫入市交易;需新建市
场的6个乡镇全部制订了过
渡期整治管控方案，组成专
班对临时市场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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