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蒋茜 通
讯员 单建华)记者昨日从永州市零陵区
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区将在南津渡街道
大西门社区集中设置彩色夜市帐篷101
个，打造集美食小吃、文创产品、农特产
品等于一体的夜市区，大力发展古城夜
经济，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据悉，夜市帐篷招商于 9 月 15 日
启动，共持续 5 天。届时，主办方将对
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进行评估打分，
选取合适的经营者，经营者将免 2 个
月租金。经营 2 个月后，按照“谁经营，
谁投资”原则，收取适当租金。经营期
满一年后，将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对经

营户缴纳的年租赁费本金以 1 比 1 的
比例返还。

今年来，零陵区制定“夜间经济定
位与发展总策划方案”，从夜间经济主
题定位、品牌形象、空间布局与功能业
态、地标策划设计、零陵夜宴之十大夜
以及实施推广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与
部署。同时，推出第二届柳宗元文化旅
游节暨首届夜生活节，开展夜演、夜秀、
夜映、夜跑、夜游、夜舞、夜书、夜诵、夜
食、夜购等系列活动。

零陵

将集中设置101个彩色夜市帐篷

湘潭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吴珊）湘潭沿江路南步街口至吉
利东路全长11公里，共有12个信号灯路
口。从9月14日开始，只要驾驶员根据路
口动态指示牌建议的车速行驶，基本可
实现“一路绿灯”。今天，湘潭市公安局交
警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这条双向自适
应动态绿波带属全省首条，以后将继续
向北延伸，直至与长沙搭界处。

14 日 15 时 10 分，记者在沿江路南

步街路口看到，这里车流平稳，路口动
态指示牌提示：“前方 1 公里动态绿波
带，当前绿波速度45公里/小时。”在沿
江路四桥引桥路口，动态指示牌建议的
速度为55公里/小时。湘潭市公安局交警
指挥中心蔡小柯介绍，这条双向自适应
动态绿波带是基于全市所有路口信号灯
已全部实现自适应的基础上产生的，自
动感应系统将根据每个路口实时车流密
度动态计算，在电子指示牌上给出适合

的通行速度，配速在30公里/小时至60
公里/小时，只要驾驶员按照建议速度行
驶，基本可保证在每个路口遇上绿灯。

记者全程体验发现，按照动态指示
牌提示的速度行车，11公里路程约13分
钟便可通过。车辆在绿波带上通行，如果
第一个路口遇到绿灯，按照绿波带建议
时速行驶，后面每个路口都将遇到绿灯。
从任何一个路口拐进绿波带，如果遇到
的是红灯，那么路上只需等这一个红灯。

目前，这条自适应动态绿波带实现双
向通行均有指示，交警部门还会将其向北延
伸，全长将达26公里，与长沙潇湘大道固定
车速绿波带对接，实现沿江全线绿灯通行。

11公里“一路绿灯”
建成我省首条双向自适应动态绿波带

金秋
收获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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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 15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吴相前）“禁捕退捕后水质变好了，
我们也有了新生路。”9 月 15 日一
早，岳阳市转业渔民李云甫在池塘
收割芡实。水生生态环境逐年好
转，今年芡实获得大丰收。

岳阳市着力“守护好一江碧水”，
狠抓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
矮围整治、禁捕退捕等工作，去年全
市3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93.2%，长江在岳阳境内水质达到
Ⅱ类标准，洞庭湖除总磷外，其余指
标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6年内，岳
阳5次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2018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长江岳阳段，殷殷嘱托

“守护好一江碧水”。岳阳市以雷霆
之势铁腕出击，科学划定禁养区、
限养区、适养区，坚持源头防控、总
量削减与发展循环农业相结合，退
养畜禽养殖场（户）7190户、314.97
万平方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4.22%。推行“厕所革命管散户、生
态湿地管屋场、集中处理管城镇”
模式，3 年来，治理“黑臭水体”2.1
万处，建设生态小湿地1058处。

针对“化工围江”乱象，岳阳壮
士断腕，强化转型倒逼，停产造纸
企业234家、完成制浆产能退出35

家，关闭淘汰苎麻纺织企业47家。
去年，洞庭湖主要污染物总磷浓度
同比下降 13.7%，越冬候鸟超过
24.7万只，创近10年之最。

为了保护水生生态环境，岳阳
市县两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
身追责”，全面彻底整治矮围网围。
实行“一围一档”“一围一策”，全市
共整治矮围 201 处、面积 74.27 万
亩，拆除围堤 1671.32 千
米；清理网围4000余米。
在所辖2200平方公里重
点水域全面禁捕，严厉整
治野生鱼类捕捞、交易、
消费行为，长江沿岸和环

洞庭湖生态系列问题得以连根拔
除。

依托一江碧水，岳阳致力于建
设大美湖区优质农产品基地，目前
已有白泥湖螃蟹、华容胖头鱼、樟
树港辣椒等地理标志农产品 31
个。“道道全”“岳阳黄茶”等商标闻
名遐迩，一江碧水成为岳阳经济发
展的“源头活水”。

湖南日报9月 15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 谢
炎峰）“几个月前，溪沟还堆满了生
活垃圾，我们那时哪敢在这里洗
衣！”9月15日，芷江侗族自治县洞
下场乡翁溶溪村口，清澈的溪水缓
缓流淌，在溪边洗衣的村民杨满香
说。

今年3月，芷江河长办收到村
民反映溪水被垃圾污染的问题后，
与乡村干部一起研究解决方案。随
即，县乡村三级河长合力开展两个

月的溪流集中整治行动，使溪流变
得清洁美观。

近年来，芷江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治水思路，全面推进水生态环境治
理。在推行河长制的同时，推行河
道警长制。围绕水资源保护、河湖
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等进行
巡查和治理，着力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通过部门联动，彻
底取缔了蟒塘溪电站、长泥坪电站
两处餐饮船舶及浮动设施，共拆

除 水流域12处水上餐饮平台及
1万平方米浮动设施。

同时，芷江积极实施 水河民
生工程，涉及芷江二水厂建设、污
水处理、城区黑臭水体整治等 15
个项目。 水河芷江段水生态环境
得到较大改善，河里游鱼越来越
多，重现“ 水拖蓝”景观。县水利
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克文介绍，通
过整治， 水河水质保持在二至
三 类 ，省 控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达
100%。

芷江还以 水河为核心，推进
流域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建设生
态保护区，强化“净”水功能。采取
新建生态护岸、水系连通工程、河
道治理等一系列举措，使水环境持
续优化。先后投入资金近 3 亿元，
完成了以防洪为基础，集生态修
复、环境美化等功能于一体的 水
河县城段防洪堤建设，修建沿河大
道4公里，设置滨河景观10多处。
生态好了，环境美了，每天早晚，很
多群众到 水河岸散步游玩。

一江碧水成“经济活水”
岳阳6年5次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芷江全面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

“ 水拖蓝”重现江湖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姚晓伟

金秋九月，一列“科技列车”缓缓驶入山城
怀化，一股强劲的“科技之风”遍吹五溪大地。

9月3日至8日，由科技部等11个国家部委
联合湖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科技列车怀化行”
暨怀化市科技活动周，在怀化各地精彩上演。

来自全国各地的 130 余名农业、林业、地
质、气象、地震、医疗等领域的知名专家走进怀
化，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服务和科学普及活动，受
到当地群众热情追捧。

一次完美邂逅

“科技列车行”是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
活动之一。

五省通衢的怀化，是全国9大生态良好区域
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怀化坚决落实新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通过生
态科技创新融合，正向国家创新型城市迈进。

“火车拖来了怀化城，必须让科技之光将怀
化城点亮。”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说，科技创新
发展，是既不靠边也不沿海、地处内陆的怀化后
来居上的重要法宝。怀化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
科技助力。

争取“科技列车”开进怀化，是怀化人民的
强烈愿望。在省委、省政府重视、支持下，“科技
列车行”这次终于走进怀化，实现了“科技蓝”与

“怀化绿”的完美邂逅。
启动仪式上，怀化市政府与中国林科院，怀

化市科技局、怀化市科协与上海科技馆、广东科
学中心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各主办单位
和北京万和公益基金会向怀化捐赠了2300万
元科技物资。

院士讲座、科普宣传、科普电影、医疗义诊、
科普知识进校园进乡村……300余场精彩纷呈
的科技服务活动先后展开，参与群众达10万余
人次。

一次观念更新

“废物就是资源，世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
错位置的财富。”9月4日，怀化市科技馆座无虚
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柴立元开讲《创新科技助力湖南污染
防治攻坚战》，其崭新的观念、超前的思维，让听
众耳目一新。

“要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一
体化保护修复，对城市水环境问题进行精准识
别、精细治理，积极开展‘扫黑、消劣、减富、提质’，
逐渐改变水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廖海清以《流域水环境治理
的新时代特征》为题，作了专题讲座。

两位专家教授为怀化环境治理和生态改善
开出的专业“处方”，受到台下听众点赞。

9月7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专家建言献
策会在怀化市委迎宾馆举行。与会专家积极发
言，结合各自擅长领域和在怀调研考察情况，有
针对性地从地灾防治以及农业、林业、生态环
境、医疗卫生等方面为助推怀化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真知灼见闪耀智慧光芒，建言献策把准怀
化脉搏。怀化各级干部抱着一颗求知心，认真听
取专家们的意见建议。专家们不辞辛劳、深入基
层，倾囊相授。

一场惠民“盛宴”

神奇的化学实验，魔法般的科技变化，欢乐
的科学探秘旅行……9月4日晚，“科学之夜”活
动在怀化市科技馆开启了一场妙趣横生的科普
之旅。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北京分会主席戴伟利用
酸碱中和反应，把杯子里的无色液体分别变成
了红黄蓝绿紫等颜色，化作了一条“化学彩虹”。
烟雾散尽，戴伟对大家说：“神奇吗？但我不是真
的阿拉丁，我是化学老师。”这一堂《神奇的化学
反应》，让孩子们睁大了眼睛。

“哎呀，有电。”舞台上参与互动的观众惊奇
地喊道。科普达人陈征老师带来的摩擦起电小
实验，让热爱科学的小朋友们实实在在地“电”
了一把，也把“科技之夜”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活动期间，怀化市科技馆成为新晋网红打
卡地。一周内，数千市民、学生走进科技馆，感受
科技魅力。

活动中，主办方还把科普知识送进课堂、送
进乡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在洪江区幸福
路小学以“谁也离不开的气象”为题，作了科普
讲座。

中国地质博物馆教授冯向阳、李知默，在怀
化市太平桥小学举办地学科普讲座，讲解了“美
丽的矿物世界”“海洋和海洋的一生”。

让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科技列车怀化行”暨怀化市科技活动周纪实

沐舞
㵲

㵲

㵲

㵲

㵲

㵲

㵲

9月15日，东安县
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
管理局塘家村，梯田上
成熟的水稻一片金黄，
村民忙着收割、晾晒稻
谷，一派丰收景象。
严洁 付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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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邹娜妮
曾玉玺 通讯员 刘厅）今天下午，以“云
享娄底，品味湖南”为主题的娄底市首届
电商节开幕。邀请40多位国内一、二线
主播现场免费直播带货，全省14个市州
共500多家企业参加。

这届节会持续3天，是湖南“消费促进
月”重点活动之一，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将发挥直播电商优势，营造浓厚
消费氛围，促进我省特色产品销售。

节会在娄底高铁南站枢纽广场顺德
造·直播小镇举行，直播场馆面积超1万
平方米，展示农副土特产品近3000种，
我省每个市州都有独立展馆。参加节会
者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主播现场带货，
更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农特产品。

据了解，近年来，娄底市大力培育电
商网红经济，发展社交新零售，有效推进
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建设，实现直播电
商、跨境电商快速聚集、快速落地、快速
成长。今年1至8月，该市农产品网上销
售额逾11亿元，其中销售贫困村农产品
9877万元，覆盖贫困人口4.6万人。

目前，娄底市共发展各类网店近 2
万家、入统电商企业66家、乡镇和村级
电商服务站（点）1443 个。冷水江市、涟
源市、双峰县、新化县成为全国电商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

举办首届电商节
全省14个市州500多家企业参加

娄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