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9日，长沙
市望城区月亮岛路
四标段，工人趁着
晴好天气加紧作
业，力争如期通车。
月亮岛路全长约
7.68公里，自潇湘
大道景观道至洗心
路，按城市一级主
干道标准设计。通
车后，将完善月亮
岛片区的路网结
构，推动望城经开
区及滨水新城片区
产 城 融 合 发 展 。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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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工业复绿
青山更美

株洲绿色引领发展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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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胡吉星）浏阳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强后劲，招商引
资逆势上扬。记者今天从浏阳市获悉，今年一
季度，该市新引进项目48个，计划投资总额
78.09亿元、同比增长60.12%。

其中投资 5 亿元以上项目 7 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同时，有在谈项目
70余个。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浏
阳园区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1 至 3 月，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浏阳两型产业园共
引进项目 15 个，计划投资总额 61.6 亿元。

面对疫情防控这场大战、大考，浏阳创
新招商引资方式，借助互联网开展“网上招
商”，以邮件、“一封信”、视频、电话等方式
变“面对面”为“线连线”“屏对屏”交流，确
保招商力度不减，推动在谈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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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柏劲松 徐杨柳 刘志军)4 月 8
日中午，双牌县打鼓坪乡河源村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何磊，利用休息时间在该
村鹌鹑养殖合作社直播销售鹌鹑蛋。前
不久，合作社鹌鹑蛋积压，何磊通过微信
群、QQ直播，销售鹌鹑蛋2000多公斤。

受疫情影响，永州市不少农产品出现
销售困难。为此，该市2223支驻村帮扶工
作队7015名队员，主动“变身”促销员，帮
助销售农产品。

动员家人、同事、朋友购买农产品，开
展消费扶贫。祁阳县挂榜山林场挂榜山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得知村民陈满娣养的近
1000只鸽子积压，立即建好消费扶贫爱心
微信群，拉后盾单位的同事、朋友和亲戚进
群，大家积极认购，解决了销售难题。

联系农产品加工、外销企业和农产品
经纪人，大力推销农产品。江永县各驻村
帮扶工作队联系蔬益园食品有限公司、老
石头特色食品有限公司等加工企业，将农
产品直销企业。宁远县多个驻村帮扶工作
队与农产品经纪人一道，向上海、广州等
地销售砂糖橘、沃柑90多万公斤。

通过淘宝、拼多多等网络销售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东安县紫溪市镇群力村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陈爱民等，通过网络平
台为村集体销售蒜苗、帮贫困户销售土鸡
等。江永县各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500多
名农民，使他们成为网络销售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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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4月8日11时30分许，就餐的客人陆续到来。
彭建红告诉记者：“客人每天都在增加，已恢复到以
前的70%。加上这次活动，月底铁定恢复正常。”

彭建红是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街道湘紫社区鲜时
代本味厨房的老板，他说的“活动”是指社区23家商
户开展的“致敬英雄，联合让利”活动，为期1月。

湘紫社区地处株洲市河西长江广场商圈，
人流大，商户多。受疫情影响，各商户业务锐减，
有的举步维艰。

2月12日，株洲市财政局3名干部派驻到湘
紫社区，靠前抓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复工复产阶
段，一些商户愁眉苦脸，因为房租压力大、运营成
本高。”派驻工作队队长陈华摸底发现，解决问题
的主要办法，是帮助商户尽快把生意做起来。

一次走访中，工作队发现相邻的两家儿童
摄影店，一家门庭冷落，一家排单到一个月之
后，原因在于生意好的商户开展优惠让利活动。

“能否将商户联合起来，做一次集体促销呢？”
工作队3名队员与湘紫社区工作人员一起，逐户上
门征求意见，大多数商户都说好。经过筛选，最终确
定23家商户参与活动，涵盖餐饮、酒店、汽车维修
等行业。各家商户根据自身情况设定优惠让利标
准，签署承诺书，确保商品、服务质量不打折扣。

联合让利、共度时艰，商户们不等不怨、竭力
而为。为最大限度拉动消费，彭建红推出就餐送券
活动，鸿远足道提出为株洲支援黄冈的76名医务
人员提供3年免费足浴。

活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湖南移动株洲分
公司免费向社区居民发送活动公益短信，提供
绿色通道为商户开通“和包支付”。株洲妙朴文
化传播公司安排专人连夜制作活动海报，共青
团株洲市委官方微博第一时间转发。

活动也得到市民热情参与。家住科艺花园
的何先生当天中午便到鲜时代本味厨房就餐。

“有这么多人关心、帮助，我们没有理由不
把生意做好。”彭建红信心满满。

集体让利待花开

湖南日报4月9日讯（通讯员 孙贤
亮）近日，邵阳支援湖北医疗队员每人收
到该市楹联学会赠送的一本特殊的证
书，上面是一副将其名字嵌入对联的“嵌
名联”。

“放眼看邵阳，骐骥正舒千里足；振
翎跨世纪，鲲鹏好搏九重天。”这是邵阳
市楹联学会会长、全国著名楹联家邹宗
德创作的一副对联，大气磅礴，格调豪
迈，展现了腾飞中的邵阳形象。邵阳市楹
联根植于当地历史文化厚积的沃土中，
队伍大发展，创作大丰收。目前，该市市
县两级楹联学会和各级楹联组织共发展
会员1.1万多人，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
的只有12岁。该市楹联学会成功申报武
冈浪石村为“中国古楹联第一村”，邵东、
洞口为“中国楹联文化县”。

近年来，邵阳市楹联学会编辑出版
《邵阳古楹联集》《邵阳楹联三十年作品
选》《邵阳对联故事》等专集 50 多部，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创作骨干。邹宗德荣获
中国楹联“梁章钜奖”和“中国楹联十秀”
称号。已举办4届全国百诗百联大赛，市
楹联学会先后有12人获奖，130人作品
入选作品集。邵阳楹联创作大军成为“中
国楹联强省”湖南省的主力军团，邵阳成
为全国楹联大市之一。

据介绍，邵阳市楹联学会在邵阳学院和
邵阳市1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楹联课和兴趣
班，还有2个国家级、3个省级楹联教育基地，
邹宗德和学会专家每年授课200多课时。学
会秘书长、曾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的谢道锡
今年77岁，他说：“学会没有经费来源，大家都
是志愿者，做的都是‘义工’，不图回报，不计报
酬，因为大家热爱楹联事业。”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湖南日报 4月 9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崔林
谭洪汀）4月6日，记者登上长株潭三市城区最高峰——株
洲市石峰区九郎山，眼前一亮：山上，早些年的荒山秃岭已
被绿色植被覆盖；山下，清水塘老工业区天清气朗，新修的
道路纵横交错，三一石油装备园、绿地滨江科创园等“绿色”
项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新清水塘呼之欲出。

老工业区换新颜，走的是绿色发展的路子，工业复绿，
青山更绿。石峰区委书记张建勇说，2018 年底清水塘 261
家企业关停退出后，该区在截污治污的同时，注重复绿增
绿，累积投入7000余万元，实施九郎山绿心地区生态修复
7471余亩，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

清水塘蝶变，是株洲市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
影。作为工业之城，株洲市历经污染之苦、转型之惑，迫切需
要改善环境，谋求发展。近年来，该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精准施策，相继开展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
改造、湘江保护治理3个“三年行动计划”等，关停污染企业
1670余家、畜禽养殖场1550余家。同时，在治理水土源头、
保护湿地资源、推进国土绿化上狠下功夫，完成造林9.8万
亩、封山育林31万亩、修复退化林3.9万亩，先后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生态城市等。

“不要以为环保只是花钱，它最终会带来区域环境大提
升、财富大聚集。”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介绍，以环境质量大
幅改善为机遇，该市大力发展“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经济”，加速培育新动能。近5年来，该市规模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引进企业1126家，签约投资5000
万元以上项目673个，形成具有株洲特色的“3+5+2”（轨道
交通等三大优势产业，新能源等五大新兴产业，陶瓷等两大
传统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
转型升级，株洲·中国动力谷成为中国制造新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谢德才 黎治国

暖阳和煦，万物生长。
4月7日一早，桑植县易地扶贫搬迁东城集中安

置点桑瑞家园康华粽叶扶贫车间里，86名工人在挑
选、捆扎粽叶。

“楼下就能做工，一天有 100 元收入，我怎能
不满足？”从瑞塔铺镇高峰村搬到桑瑞家园的陈玉
兰，来扶贫车间一个多月了。她告诉记者，由于家
中有小孩需要照顾，无法外出打工。在扶贫车间工
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里。

在桑瑞家园另一个扶贫车间里，有 40 多名编
织工人在工作，他们中有 33 人是住在桑瑞家园的
搬迁户。

“上楼住新房，下楼把活干，党的政策好，脱贫奔
小康……”彭韩英一边干活，一边念起了顺口溜，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去年9月，彭韩英家从瑞塔铺
镇洪砂溪村搬入桑瑞家园，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进入
扶贫车间工作。

为解决桑瑞家园搬迁群众就业问题，去年8月，瑞
塔铺镇引进张家界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张家界湘鄂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桑植金瑞劳务有限公司，兴办扶贫车
间。截至目前，已吸纳118名搬迁群众就业。

上楼住新房 下楼把活干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陈保文 曹璐）“防疫特殊时期，自己
被诬告心里很委屈，组织为我澄清后，压在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现在我干起事
来更有信心、更有激情了。”

4月7日，永兴县商务局局长黄晓明看
到县里下发的《澄清6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信访问题的通报》，感动地说。

2月5日，有人匿名举报黄晓明，在微信
群以高于正常价数倍的价格销售口罩等疫
情防控物资，并唆使他人帮助推广销售。

“局长销售防控物资，必须立即查清。”永兴
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接到举报当天，
就对此展开核查。

原来，永兴某公司防疫物资短缺，便联系
一家供应商，但因需求量达不到供应商发货
量，公司负责人电话向黄晓明请求帮助。黄晓
明考虑到县城各商场急需口罩等物资，于是
在城区市场疫情防控保供工作微信群，发布
拼单接龙信息，并安排一名副局长具体负责。
后来由于体温枪缺货等原因，黄晓明未能完
成公司的求援请求。核查结果显示，对黄晓明
的信访举报不实，县里予以澄清。

在疫情防控中，永兴县根据该县《处置诬
告错告和澄清正名办法（试行）》，对每一条问
题线索严查细核，仔细甄别问题线索来源、目
的、指向及反映的问题性质，绝不放过失责
者、有责者，同时坚决保护被错告、诬告者。

疫情防控以来，永兴县受理疫情防控信
访举报问题45个，澄清不实信访举报问题6个，
为6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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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马如兰 顾凯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4
月8日，记者穿行在平江县三市镇，农业生
产基地越陌度阡，种植园星罗棋布。荒山、
荒田、荒丘变成了生生不息的绿色银行。

今春，三市镇推行“治三荒（荒山、荒
地、荒坡）、兴产业、助脱贫”，建设一批农
业生产基地，鼓励农村闲散劳动力就近就
业。

一排排半米高的花椒树苗如绿色丝
带盘山环绕，一丛丛天苳树苗如繁星点点
遍撒山涧。在中沙村中药材种植基地半山
腰，20多位农民忙着补苗、除草。

为何要种花椒呢？记者问正在基地督
战的镇党委书记谭晓峰。

“花椒是一种食品原料。”谭晓峰介
绍，三市镇素有“面筋小镇”美称，60多家
企业形成了以面筋熟食生产为主的工业
小区，原先的花椒等辛香原料基本靠从外
地购进。

去年，恒海药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邱
为立投资 600 万元，带领群众开荒，种植
花椒、天苳 460 亩。“花椒明年就有望坐
果，我们的辛香配料就能自给自足。”邱为
立说。

眼睛水灵灵的、腿细长而有力、两只
耳朵前后摆动，宦田村神鼎山农业产业园
内，50余只梅花鹿在林间闲逛。

养鹿干嘛？“采鹿茸啊。”村党支部书
记艾想东说，“鹿儿已经长到两三百斤一
只，鹿茸有五六十厘米长，再过两个月就
可以采了。”

在高和村金银花基地，员工们在为
500亩金银花剪枝。村党支部书记孔拥军
告诉记者，到下半年，园区将种满1000亩
金银花。

什么时候开花？“5月份就要开第一次
花，但花量少，不会采，这样能使 10 月份
第二次开花时开得更好。丰收时节，1000
亩地一天需要1000个劳动力采摘。”孔拥
军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谭晓峰透
露，目前，三市镇已治理4000多亩“三荒”
地，安排周边1600余名农民在基地务工。
他劝一口气跑了 3 个基地的记者休整一
下：“还有油茶、黄茶等 8 个基地，两天都
跑不完呢！”

绿了荒丘，喜了乡亲
——平江县三市镇治“三荒”兴产业侧记

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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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9日讯（见习记者 龚雅
丽 通讯员 邓志文）春光明媚，暖意融融。4
月8日上午，“徒步洪家山，放飞新梦想”2020
年娄底市旅行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季在娄星
区双江乡洪家山启动，号召广大市民走出家
门、走向自然。

启动仪式上，娄底市文旅广体局向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代表赠送全域旅游卡。活
动以“旅游+体育+生态”为着力点，通过各
级领导带头开展徒步旅行，提振疫情后文
旅市场消费信心，助推文旅产业复苏发展。

目前，娄底市有209家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顺利复工，复工率达88.56%。借工会费用
提前消费春风，该市文旅部门与各行业协
会、景区景点、文化旅游体育经营单位等联
手，组织“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业态，开展大
幅度优惠活动和特色主题消费活动，充分
发挥未来 27 天内提前释放的 12 亿元消费
券的杠杆作用，促进文旅产业复苏。

此外，娄底市文旅部门采取“一业一策”
“一企一策”方式，加大对文旅产业资金扶持
力度，积极引导景区“触网”，鼓励市内融媒体
单位、大数据企业和其他文体企业共同开展

“网游娄底·云品湘中”活动，为经济发展增添
新活力。

优化服务
提速复工

益阳规上企业复工率99.2%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全海龙）4月初，益

阳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窑综合利用固废项目如期复
工。疫情防控期间，益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大厅生态环境局
窗口请来专家，通过远程视频召开线上评审会，为该项目如期复
工提供保障。

疫情发生以来，益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人社、住建、规划、交
通、城管、市监、税务、公积金中心等10余家涉企窗口单位，优化政务
服务，力助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提速。自2月3日以来，益阳市县两级行
政审批服务局政务大厅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50.6万余件，其中网
上办理事项占43.5%。目前，益阳市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达99.2%。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益阳市市场监管局窗口推
出企业商事登记“零见面”“零接触”审批服务，工商注册登记、
食品经营许可、药械类经营许可等业务可选择通过网络、电话
等非接触式途径咨询与办理。市税务局窗口在全市建立电子税
务局远程辅导工作群 137 个, 安排 686 名工作人员进群辅导企
业网上办税。市县两级人社服务窗口组织网络招聘会 16 场，为
690 家企业发布岗位信息 7.8 万个，达成就业 1.5 万余人。

推行“容缺登记”，“先上车后补票”。申请人非关键性材料缺失
或有误的，由申请人书面承诺按期补正材料，审批部门预先受理并
做出核准决定。疫情防控期间，益阳市市场监管局窗口已为160多
位申办人提供此类便利。

开辟“绿色通道”，促办事提速。益阳市不动产登记窗口对抵押登
记等业务提供“一对一”预审和初审服务，符合条件者还安排人员全程
代办，业务办理时间
由5个工作日压缩到
2小时。已有31家中
小微企业和重点项
目，通过不动产抵押
贷款融资近12亿元。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肖洋桂）4
月9日上午，常德高铁枢纽站南北广场项
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8.3亿元，预
计2022年竣工交付。

该广场项目是常德高铁枢纽站房重
要配套项目，位于常德市武陵区北定南路

以西、沾天湖南路以南、朝阳路以东、常德
大道北侧地段，将建地面景观、公交及长
途停车场、社会及出租车场和地下商业、
连接通道等设施。

据了解，常德高铁枢纽站是国家“八
纵八横”高铁网重要枢纽节点，处于厦

渝、呼南 2 条高铁交会处。常益长、黔张
常、常岳九等高铁线路将并入常德高铁
枢纽站。年内有望开工建设的枢纽站拟
拆除现常德火车站，再进行铁路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主要包括进站匝道及落客
平台、南北广场、地下车库联系通道、土
方及防护工程等。建成后，常德高铁枢纽
站将成为“立体交通、无缝换乘”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枢纽。

常德高铁枢纽站南北广场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