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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湘江水位逐步下降

橘子洲景区恢复正常开园时间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小湘）玩水盛宴、特技表演、动感电音、超
燃摇滚……8 月 5 日晚，在张家界第二届万
福温泉电音狂欢节上，游客乐享各种精彩节
目。

万福温泉位于慈利县，是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活动现场，万福温泉景区将“文化+
旅游”与电音、狂欢等热点完美结合，以电音
DJ的热情喊麦开场，各地游客在娱水、戏水
的同时，跟着动感的音乐节拍，感受电音派
对的别样趣味。据了解，电音节活动从8月1
日开始，将持续到9月中旬。

“旅游不再只是吃、喝、玩、游、购、娱，更
要有文化力量的支撑。”慈利县文化旅游部
门负责人介绍，面对疫情冲击，该县积极应
对，建立和完善政企联手、部门联合、上下联
动的旅游宣传营销机制，积极开展旅游营
销，拓展文旅市场，提升慈利旅游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吸引力、影响力。此外，该县还整合
全县优势旅游资源，推出了张家界东线旅游
景区1至3日旅游精品线路。

张家界举办万福温泉电音狂欢节

三樟黄贡椒
入选全国十大名椒

湖南日报8月5日讯（通讯员 谭晴 周健
记者 陈鸿飞）8月5日，记者从第五届贵州·
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上获悉，衡东县三樟黄
贡椒在全国十大名椒评选活动中成功入选。

据介绍，三樟黄贡椒成熟后通体呈金
黄色，色泽美观，辣中带甜、皮薄肉厚，口感
爽脆，由湘江泥沙淤积形成的特殊砂质土
壤种植，主要产于衡东县三樟镇。

三樟镇种植黄贡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到清朝嘉庆年间。

近年来，作为“衡东土菜之魂”的三樟
黄贡椒声名鹊起，先后获得中国第二届国
际辣椒产业博览会金奖等，并通过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产品供不应求。目前，
三樟镇已成立黄贡椒种植专业合作社30多
家，规模加工企业12家，种植面积达1.2万
多亩，形成了全方位产业链，综合年产值近
3 亿元。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黄贡椒已
成为三樟镇群众脱贫致富的“黄金椒”。

一场特殊的
黄桃推介会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昭云

时下，正是黄桃成熟时节。
8月4日，邵东市斫曹乡梧桐村热闹非

凡，邵东经开区主办的黄桃推介会在这里拉
开帷幕。50余位爱心企业家汇聚于此，摘黄
桃，品佳果，现场与村民签订购销合同。

“我们家的黄桃又大又甜，自然成熟水
分足，买了包您满意！”活动现场，贫困户周
初娥忙着向顾客推荐自家的黄桃。今年 71
岁的周初娥，丈夫和大儿子去世了，留下两
个孙女由她抚养，日子过得紧巴巴。2018
年，在村里帮助下，周初娥种了 23 株黄桃
树，今年预计可摘黄桃1000多公斤，增收2
万余元。

梧桐村位于斫曹乡中部一个海拔 500
多米的牛形山腰上，原为省级贫困村。2018
年初，邵东经开区与梧桐村结成帮扶对子，
因地制宜为该村增种7000株黄桃树，今年
大获丰收，预计产量可达6万余公斤。

“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每年保底收
购农户种植的黄桃。今年受疫情影响，梧桐
村黄桃面临销售困难。”梧桐村党支部书记
陈声和介绍，得知情况，邵东经开区主办了
这场推介会，全体干部职工利用电话、微信
等，推销梧桐村黄桃。该市爱心企业家纷纷
加入扶贫带货队伍，帮助解决农户销售难
题。“这里的黄桃都很新鲜，我买了50箱，带
回去给亲友分享。”湖南红兴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卓翼说。

推介会现场还组织爱心直播团队进行
免费推广，网络主播到黄桃基地现场采摘，
通过直播、拍摄短视频等为梧桐村黄桃“带
货”。据悉，当天企业家们共采购新鲜黄桃近
1万公斤，价值近20万元。

长沙
发布垃圾分类管理“新政”
单位最高罚50万元、个人最高罚200元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下午，长沙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沙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长沙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即将迈入“有法可依”时代，垃圾分类投放
也将由“选择题”变成“必答题”。

作为全国 46 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之一，近年
来长沙持续进行试点探索和系统完善。截至去年10月
底，全市633个社区基本实现“组织发动、设施投放、居
民参与、分投分收”面上工作全覆盖；全市小区共投放分
类垃圾桶18万余个，主次干道更换其他垃圾（干垃圾）
和可回收物两分类垃圾桶7000余组，各小区配备分类
运输车辆1100余台，改造新建厨余垃圾（湿垃圾）站82
座，初步建立了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为基本类型的“4+X”垃圾分类处置全链条体系。

记者了解到，《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共十章六
十四条，覆盖长沙市城乡全域，同时遵循生活垃圾管理
城乡统筹、城乡有别的原则。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结合长
沙市实际情况，该条例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并对大件垃圾的管理作了规
定。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将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
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设专章，对长沙与株洲、湘潭
探索统筹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推动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的科研协作、协同建立生活垃圾协作处理和提
高生活垃圾“三化”经验推广机制等作了规定，通过发挥
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助力长株潭一体化生态环境改
善和两型社会建设，是全国第一部将生活垃圾管理区域
协作纳入法规调整内容的地方性法规。

长沙市人大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提升年，长沙将从设施提标、管理提档、源头提质、
法治提效4方面发力，推动长沙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走
在前列。

汨罗
“跑”出平益高速征拆“加速度”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任可
杨莎莎）8月1日1时许，平益高速公路建设汨罗市协调
指挥部灯火通明，汨罗市副市长黄平及多名征拆干部刚
从古培镇雨坛村归来。1个小时前，最后一位征拆户徐
某完成签约，平益高速汨罗段征拆工作实现清零。25天
征地1741亩，拆迁房屋97栋，为平益高速汨罗段建设
打好提前量，跑出了“加速度”。

平益高速全长177公里，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我
省“3+5”城市群核心区建设重要基础支撑。项目途经汨
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新市镇、归义镇、古培镇，跨11个
行政村，长17.156公里，需征用土地1741亩，拆迁房屋
97栋。7月6日，历经12次谈判后，汨罗市与湖南省平益
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征拆协调备忘录。

征拆前，干部多次入户调查，对各征拆对象家庭相
关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造表登记，拍摄影像资料保存。
征拆启动后，汨罗市委书记、市长多次到一线督导，沿线
各镇安排专人专责专抓。所有征拆对象补偿严格按照文
件执行，所有征拆事项严格按法定程序公开，特殊个案
问题一律在联席会议上集中研究、集体表决，严禁私自
表态。征拆中，市协调指挥部和各镇协调指挥部均实行
挂图作战，一天一调度、一天一通报、一周一督查。7月
31日24时，连续作战25天后，全线最后一个征拆户完
成签约。

平益高速在汨罗境内设互通口2处，建成后将打通
汨罗城区和循环经济工业园上高速的快捷通道，助力区
域经济发展。

汉寿
综合整治扮靓县城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范晖）

“路又宽又平，不堵车，出行方便。”8月4日上午，汉寿县
银水路与茶叶山巷交叉路口一栋违建建筑被拆除，曾
经的坑洼水泥路很快铺上沥青。临街居民张先民高兴
地说，家门口变了样，县城越来越整洁。

今年5月，汉寿县启动县城综合秩序整治行动，多
措并举深入推进整改。成立县城综合秩序整治领导小
组，县交警、城管、环卫等30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坚
守一线开展工作；各成员单位全体党员干部按区域、分
路段、分批次，上街开展不文明行为劝导、环境卫生巡
查，督促沿街商铺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等。

为解决汽车乱停难题，汉寿县在县城建了9个临时
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1.1万多个。为规范交通秩序，当
地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联手执法100余次，查处
违停车辆及非法营运黑的、黑摩4311台次。为方便群众
出行，引进300辆共享电动摩托车，开通6路城市公交
线路。此外，定期发布督察通报，对乱停车、乱摆摊行为
公开曝光，目前已有100多名私家车主因违反公共秩序
被曝光。

8月5日，工作人员在长沙橘子洲景区亲水步道清淤。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倾力守护好一江碧水

芷江水清景美入画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 谢炎峰)8 月 4 日清晨，在芷
江侗族自治县县城 水二桥散步的市民邓
开军感叹：“这里河水清澈，风景优美，是休
闲的好地方。”

芷江是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自全面推
进河长制工作以来，该县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

念，强化水岸同治、源头治理，构建起
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

有力的河湖管理机制，倾力守

护好一江碧水。该县先后设置县乡村各级河
长396名、河道管护员255名及县级河长助
理 16 名，不断巩固完善县乡村三级河长体
系；设置河道警长 230 名，实现河道警长制
与河长制无缝连接；建立起无人机巡河常态
化制度，做到河流监管无遗漏、问题无死角。

为消除影响河道行洪的安全隐患，芷江
先后开展水上餐饮平台及浮动设施、网箱养殖、

“清四乱”和“僵尸船”清理专项整治， 水河
实现畅通无阻。并坚持水岸同治，推进污染
治理。启动河道砂石资源全面禁采，取缔 水

河流域采砂船、运砂船，拆除清水江流域跨
境非法采砂船。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作业，全
面清理整治“绝户网”，扎实开展养殖污染专
项治理。投资1.9亿元，实施城区雨污截流工
程，建设城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目前，全县省
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达 100%， 水河水质长
期保持在Ⅲ类以上。

同时，芷江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
式，建立护岸长效机制。实施了和平湖生态
长廊工程，综合治理沿岸生态环境，修建了
一条18公里长的滨水风光带。组建专业河道

保洁队，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清
理河岸及河面垃圾。还按照“河湖清畅、水净
景美”标准，在全县开展县级样板河、18条乡
镇“样板河”建设，使河流生态明显改善，水
质提升到Ⅲ类以上。去年，芷江和平湖被评
为“湖南美丽河湖”。

获得对口帮扶，占据“黄金码头”——

古丈毛尖香飘济南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石立新

8 月 2 日上午，山东济南高新区国际会
展中心，一场来自全国69个名茶产区的名茶
展示活动，在热热闹闹进行。

展会上，由“湘西鬼才”黄永玉题写的
“古丈毛尖”巨幅牌匾，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
辉。前来逛展会的各地客商忙个不停，有的
在商讨合作事宜，有的忙于推销产品。各地
来的客人选购茶叶、听专家讲茶、互相交流，
也忙得不亦乐乎。

这场茶展名为中国(济南)第十四届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暨第八届茶文化节，自7月31
日在济南启动以来，天天顾客盈门。

济南高新区是古丈县东西部扶贫协作责
任单位，这让古丈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古
丈23家茶企、26个展位都安排在会展中心大
门处“黄金码头”位置。

“古丈毛尖”展位前，首先吸引顾客眼球
的，是来自古丈岩头寨镇、身着苗族服饰、头
戴苗族头帕、精神矍铄的古稀老茶农张远
忠。

“大家看，古丈毛尖就像一根根笔直的
针一样，细、紧、圆，好看，更好喝。”2018年被
评为“中国首届制茶大师”的张远忠老人，一
手端着一个泡着茶叶的玻璃茶杯，一手手心
里放着一些茶叶，给客商和顾客绘声绘色讲
解古丈毛尖，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63岁的济南市民赵金英老人听了讲解，
当即买了两袋古丈毛尖。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
教授，也为古丈毛尖“站台”。刘教授长期研
究古丈茶叶，并在古丈设有科研工作站。

刘教授介绍，古丈毛尖生长在北纬28度
世界绿茶“黄金产业带”，这里云雾缭绕，负
氧离子浓度高，古丈还是“中国有机茶之

乡”。以湘西州春秋有机茶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妙古金茶为代表，获得了中国、欧盟有机
茶双认证，代表着古丈毛尖未来发展方向。

春秋有机茶业营销总监向恺元告诉记
者，其公司与刘仲华院士团队合作开展的重
大课题“古丈茶生产加工新技术研究”，已正
式启动。

61岁、满头银丝的北京人张跃讲起古丈
毛尖来也头头是道。2016年通过古丈县政府
招商引资，张跃从北京来到古丈，投资建厂，
种茶、加工、搞培训，惠及古丈古阳镇 1670
户农户。讲解中，张跃妙语连珠，用地道北京
话，把古丈毛尖的前世今生说了个透，还用
手机进行直播带货。

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展
位前，穿着苗族服装的公司员工龙玲芳、龙
刘花两个小姐妹，一边笑盈盈地请人品茶，
一边推介公司的“黛勾黛丫”（意为阿哥阿

妹）茶。
这次节会上，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YOYO、宏刚、苡晨，分别担任“古丈茶推介
官”，与古丈茶企代表联袂直播带货。首场直
播即大胆创新，进行现场移动直播——主持
人与茶企代表以“直播逛展会”方式，介绍古
丈毛尖展区，推介精品好茶。

“依托济南高新区提供的这个好平台，
此次茶博会收获颇丰。”古丈县县长邓晓东
乐呵呵地说，自济南高新区 2016 年对口帮
扶古丈以来，古丈每年都参加中国(济南)国
际茶产业博览会，每年收获都很大。

济南高新区至今已累计援助古
丈各类资金1.25亿元，并通过实施协
作项目，带动古丈 54 个贫困村
发展经济，2 万余名贫
困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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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5日讯（见习记者 刘奕楠）
目前，湘江水位逐步下降，橘子洲景区定于8
月5日起恢复正常开园时间（7时至22时）。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橘子洲景区，在被洪水
淹没过的亲水步道和景观平台，工作人员正
在紧张地清淤。

受洪水影响，橘子洲景区曾于7月11日
14时启动紧急闭园措施，谢绝游客参观。湘江
长沙段水位下降后，7月15日，橘子洲景区恢复
对外开放，时间为每日8时至18时，并要求游客
遵守景区安全管理规定，不要前往涉水区域游

玩。目前，景区对外开放时间恢复正常。
早上7时30分，由景区各部门组成的清

淤队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刚开始清淤时，
泥巴起码有十几厘米厚。”49岁的刘建平是
清淤队伍中的一员。受洪水影响，亲水平台
积累了不少垃圾，近两天，刘建平就已经清
理了30多袋。

在橘子洲头的亲水平台，记者看到，脚踩
长靴的工作人员先用铁锨将泥巴铲净，紧接着
洒水车上阵冲洗地面，最后再由工作人员使用
水泵和刷子将地面进行“精细冲洗”。在人与机

械的紧密配合下，亲水平台很快现出了“原形”。
橘子洲景区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贺婷

介绍，目前，景区共有近200人投入清淤，预
计今明两天将完成初步清理，清淤过程中将
进行两次大规模消毒。景区每天向高温下工
作的清淤人员提供凉茶、藿香正气水等，为
清淤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不时有江水涌
上亲水平台，但不少市民仍然在此玩耍嬉
戏。景区提醒，洪水还未完全退去，建议市民
及游客不要进入亲水平台，以防发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