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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网格干部走村

串巷深入户，倾听民声、

通过“智慧网格”APP 等

高新科技手段收集线索

帮村民解难题；晚上小区

主任坐镇家中的“村民说

事厅”，采用“土办法”听

群众说问题办实事。自3

月始，浏阳市澄潭江镇结

合实际，充分调动党员、

干部、群众的力量，织密

了镇—村—党支部—网

格—小区—微网格六级

“红色网格”，1253名网格

管 家 上 线 ，民 情 民 意 直

达。

智慧网格APP
方便网格管家

为推动网格工作向

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澄

潭江镇紧扣网格工作所

需为镇村网格干部打造

了“智慧网格”APP。

“智慧网格”APP 操

作简单、快捷方便，只需

一个手机，就能查到所联

网格住户的信息、地址和

电话；发现安全问题，能

立刻上传信息、拍照反映

给镇上相关部门，还可以

查看问题解决情况；还能

第一时间收到上级发布

的待办事项。

同 时 ，“ 智 慧 网 格 ”

APP还将成为网格干部、

小 区 主 任 的 考 核 利 器 。

“智慧网格”APP 不仅有

定位功能，完善网格住户

信息、走访群众、反映问

题、提供线索皆有痕迹可

查。

以“智慧网格”APP为依托，网格管家们还建

起微信群，实现服务百姓“零距离”。澄潭江镇有

6万余居民，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在疫情防

控的大背景下，澄潭江镇从引导基层社会治理能

力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的角度出

发，结合基层党建探索出了六级网格体系，微信

群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村民说事厅”为村民办实事

全镇 203 个小区主任的家中，都设有一个

“村民说事厅”，统一制度和流程，备有登记表和

意见册，村民有任何问题和建议都可以来此反

映，小区主任进行登记并上报给网格干部，成了

最接地气的“民情收集站”。

和家村左心右心组有 40 余亩农田荒废多

年，长满野草。3月21日，该组7名村民代表来到

小区“村民说事厅”表达意愿：想把荒废的农田重

新利用起来。

小区主任陶能贵与各级网格干部们商议后

决定，以土地流转的形式将农田租赁给种植大

户，村民按持有土地比例拿到租金。方案获得村

民代表一致同意。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澄潭江镇

还通过“村民说事”这一平台，充分发挥了党员先

锋带头作用为村民排忧解难。

“我们通过织密网格，让干部下沉到一线、政

策落实到一线、需求收集在一线、问题解决到一

线。”澄潭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个多月来，澄

潭江镇网格干部共走访14244户，收集违建和环

保投诉 16 条，收集 282 个问题，已办结或解释说

明 264个，有效提高了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

龚 伟 陈 渊
朝迎曙色夕辞霞，雾岭云峰处处

家。笑伴熏风消块垒，常沾灵气孕精
华。憨名亦得真龙宠，特效赢来远客
夸。养性怡神随俗雅，好凭旷逸赏奇葩。

一首《七律·咏安化黑茶》，不仅优雅
地讲述了安化黑茶的奇妙，还向我们道
明了神韵安化的处处美景。

的确，随着新世纪以来“一品千年”的
安化黑茶名满天下，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
地也正向我们徐徐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来到“中国最美小城”安化，品尝一
杯世代传承的黑茶，畅谈沉淀千年的梅
山文化，享受健康茶生活的怡然自得，快
哉！

吾虽不至，心向往之！
一场驴友们向往已久的盛宴即将开

席。4月28日至5月5日，“锦绣潇湘·遇
见安化”2020年湖南省（春季）乡村文化
旅游节暨文旅促消费助脱贫行动将在千
年古城安化隆重举行！

2020年湖南省（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展现安化茶旅文康新面容

“虚拟理财多没有实体项目支撑，村民朋友可
要特别注意，仔细辨别……”近日，夜幕降临，一连
串的消息铃声响起，宁乡市金洲镇各网格村组微信
群里立马热闹起来。

由宁乡市金洲镇人民政府牵头，宁乡农商银行
金洲科技支行、金洲镇派出所联合推出“平安金融”
微信课堂活动，每月逢8日晚上8时准时开课，通过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村民普及金融业务、
防范非法集资、农户贷款政策等知识。

近日，在各地陆续出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开展
五花八门的诈骗活动，不法分子通过发布钓鱼链
接、使用违规手机 APP 等方式，诱导用户购买，实
施集资诈骗。农村金融服务薄弱、农民金融知识匮
乏，成为了容易被诱骗上当的重点群体。

自“平安金融”微课堂开课后，金洲镇镇村组三
级微信塔群业务管理员加强课堂服务，在群里普及
金融业务，宣讲金融优惠政策，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等知识。村民在群内积极进行互动咨询，每次课堂
接受咨询20余人次，内容包含存贷款产品信息，理
财产品咨询、服务障碍反馈等各个方面。

负责人胡桂芳表示：“平安金融课堂”助力“平
安金融服务，引导人民群众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
提高人民群众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有力促进经
济金融持续发展。 （杨思远 许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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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市金洲镇：
“八点微课堂”开讲平安金融

24小时茶生活，享受21
世纪健康新生活

一品千年，安化黑茶。之所以传

承千年，如今又焕发新的活力，无外乎
“健康”这个核心理念。如今，安化人民
又把单纯的品尝一杯黑茶延伸到 24 小
时健康茶生活，美茶颜、品茶点、走茶道、
游茶园、食茶宴、赏茶戏、宿茶庄、忆茶
事，可谓精彩纷呈。

乡村文化旅游节期间，安化人民更
是精心准备了两条 24 小时健康茶生活
的精品旅游路线，与广大驴友们共享。

⑴“黑茶之缘寻古探秘”两日游
第一日：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

云台山风景区，宿云台山风景区

第二日：云台山风景区——中国黑

茶博物馆——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返程

⑵“梅山茶乡溯源休闲”两日游
第一日：中国梅山文化园——白沙

溪茶厂——安化黑茶特色小镇，宿县城

第二日：县城——云台山风景区

——茶乡花海生态体验——返程

此外，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乡村
文化旅游节期间，安化县内各大景点都
分别推出了大幅度优惠政策，包括门票
折扣，还有各种回馈活动等，过期不候
哟！

各大景点精彩纷呈，带给
你视觉和心灵冲击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举行的“锦绣
潇湘·遇见安化”2020 年湖南省（春季）
乡村文化旅游节，不仅仅是全省文化旅
游界的盛事，更是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的情况下一次大型活动，展示了安化
战胜疫情、全面恢复生产的信心和决心！

节会期间，安化县内各大景点均精
心组织设计，以最好的面貌展示给广大
驴友们！

“中国最美小城”安化县城。（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安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茶山春光好。

茶乡花海。戴爱玲 摄

梅山生态园。戴爱玲 摄

“活体型”茶博馆——安化第一茶厂

旧址。

陈馨伊
浏阳文家市镇是一方具有革命传统的热

土。在这里留下了一大批红色遗址、精神宝
藏、古民居建筑群、军事遗址。作为全省首批
十大文旅特色小镇，文家市镇以“乡村大景区，
旅游全链条”的思维，一手抓党性教育红色研
学，一手抓乡村旅游体验提升，致力于打造湘
赣边最强红色旅游板块，以此为“引擎”撬动乡
村振兴。

红色文旅正当时

前些日子，春雨不歇，但以长征为主题的
里仁屋场内人气不断，单日游客量逾千人。而

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域内接待游客量超过3
万人次。

据悉，结合“五一”黄金周，文家市镇再次
推出从景区到乡野的红色之旅精品线路。在
景区，游客可以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参加体验

“初心照亮前行路”的“3+1”红色套餐，即打卡
体验重走长征路、秋收起义纪念馆免费讲解服
务、参观红旅营研学基地；通过与“第一面军旗
雕塑”网红打卡点合照即可获赠一本《文家市
红歌选集》或《红土地放歌》诗集。同时，游客
还可以自主选择体验以长征路上为主题的未
成年人红色体验拓展微基地，参与田间课堂劳
作实践。而在乡野，游客可以从南到北一条线

路到蔺氏祠堂学历史颂家风、里仁屋场住民宿
吃红军饭、沙溪屋场览耕读文化拾“乡愁记
忆”，还可以登六龙山上观云海日出、坐板栗树
下体验青年毛泽东的调研作风。

“人气流量”变资金流量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来文家市参
观的游客也随之恢复和增长，烟火气息亦浓。
红源宾馆的运营和民宿项目的优化，让以前的

“过境游”转为“过夜游”。今年 72 岁的吴孝
沂，见证了文家市镇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最让老人感慨的，还是赶上了近两年的发
展红色文旅时代。目前，老人居住的文家市村

依托红旅营和里仁屋场，建设的农家民宿已形
成司-村-农户三方合作的经营模式，该项目
去年半年接待游客人数达到3万余人次。

“形势好转了，今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收
入肯定会比去年好。”吴孝沂介绍，在家中设置
床位近 80 个，每人每晚收取 10 元的住宿费。
而目之所及的这片村中农田，未来将配合民宿
打造成耕作体验区，村集体以土地入股，股权分
红单项经济收入达到15万元。秋收起义纪念
币、文市特产油饼成为游客必带的伴手礼，“这
个月销售额已经有16万多元了，下个月超过20
万元没问题。”长林油饼厂负责人彭长林说。

“文化旅游注重体验感。我们想让游客来
到文家市能感受历史文化、感悟红色记忆、品
鉴诗意乡愁。”文家市镇党委书记谢波介绍，同
时还要使文家市的土特产品、文创产品升格为
乡村伴手礼和时尚礼品，实现红色文旅镇既有
看点，还有卖点，更有买点。

红色文旅正当时 且以诗歌共远方
浏阳文家市镇：

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
茶乡花海景区坐落在县城东郊 12

公里处，范围涉及东坪、龙塘两个乡镇的
4个自然村，占地2500亩。境内由98座
小山头组成，四面临山，层层环绕，起伏
延绵，浑天一色，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

云台山风景区
云台山风景区位于安化县马路镇，

共有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
象与气候景观、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和
人文活动 7个主类。有惊险刺激的玻璃
栈道、玻璃滑道、高空滑索、丛林穿越、
CS野战基地、大型斗牛场、空中玻璃桥，
有富含浓郁文化色彩的梅山文化雕塑、
神仙满岩、好汉聚义、牛气冲天、德记则
石碑、雪峰湖地质公园、龙腾湾苗瑶建筑
群，还有彩云谷茶园、云台山大叶茶园、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野生动物园、十字路
口大广场、梦幻大舞台、飞机餐厅等，以
及众多自然与人文景观，景区还将建设
湘中地区首个飞行基地。

中国黑茶博物馆
中国黑茶博物馆占地面积约10亩，

主楼9层，高39米，裙楼两层。馆藏文物
6286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
物 45件，三级文物 407件。设有基本陈
列展览厅、专题陈列厅、临时展览厅、多
功能演播厅、文物库房、贵宾接待室、文
物摄影室、安全监控室、观众服务部等设
施。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安化第一茶厂坐落于资水中游的安

化县城郊区酉州，是安化“茶文化的浓
缩”、“茶叶历史的见证”。这里沉淀了正
统的制茶工艺，浓缩了古老的文化特
质。其中，百年木仓建筑群、前苏联专家
设计的锯齿形车间以及安化黑茶标志性
建筑——百年老厂门都已被列入湖南省
省级文物保护建筑，安化第一茶厂被称
作是中国唯一一座活态型黑茶博物馆。

中国梅山文化园
中国梅山文化园位于海拔 718 米、

呈“W”字形峡谷之中，青山绿水、山林秀
丽、树木葱茏、奇花异草、野果飘香、民风
淳朴，保存了风格各异的梅山文化传统
建筑、传统的农耕方式、传统的文化艺
术，为建设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提供了
良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白沙溪茶厂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始

创于1939年，前身为湖南省白沙溪茶厂
（国有），2007 年改制重组，是一家集茶
叶收购、生产（加工）、科研、销售、茶文化
旅游等为一体的安化黑茶企业。公司老
厂房1951年建成，以砖木结构和砖混结
构为主，红砖瓦屋，具有民国时代风格，
已被列入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化黑茶特色小镇之安化黑
茶成果综合展示馆

安化黑茶成果综合展示馆通过运用
5G 技术，实现四大服务功能：1. 通过物
联网技术进行茶叶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测
与传输，通过智能算法进行辅助决策，对
生产风险进行预警与应急部署；2. 通过

智能装备对茶叶生产环节进行升级，以
数字化产品提升生产效益，如通过水肥
智能灌溉系统进行精准灌溉，提升茶叶
产量与质量；3.利用区块链技术，将茶产
品的生产进行全程数字化记录，达到生
产流程可监管、产品质量可追溯的目的；
4.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
智能等新型产业技术，探索更多农业农
村数字化转型模式，为数字农业农村建
设持续赋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打造
更多样板模式，促进数字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