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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五一”假期全市社会面平安有序，衡阳市公安机关
严守“五个不发生”工作底线，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投入节点警
务工作，确保了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向好。

“五一”前夕，衡阳市公安局下发《关于做好“五一”安
保维稳工作的通知》,专题研究部署“五一”安保维稳工作,明
确各警种职责和工作任务，并组织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安全
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全市公安机关出动巡逻车辆 381
辆、警力 5709 人次，开展街面巡逻、清查盘查和设卡盘查,排
查重点场所 751 家，盘查车辆 1.2 万余台,盘查人员 1700 余人,
及时排查、整改消防隐患 63 起、交通隐患 156 起。

为应对节日返程高峰,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出动警力 1200
余人次、警车 320 台次,确保群众出行平安、畅通。全面启动
公安检查站、出城卡口治安检查勤务工作,实行“衡阳快警”
空地网巡防一体化模式，对飞机场、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
等重点场所实行武警公安联合武装巡逻。并全面加强巡逻
防控，最大限度把警力摆到街面，投向治安复杂、防范薄弱、
人员密集、旅游景点等区域和时段。

今 年“ 五 一 ”期 间 ，衡 阳 市 案 件 类 有 效 警 情 同 比 2019
年、2020 年均大幅下降，全市社会治安、交通秩序良好。

（李钢彪 聂 沛）

衡阳市公安：实现“五一”假期平安有序

“五一”假期期间，常宁市公安局宜阳派出所在巡特警

大队 110 出警队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抓获一名盗窃案嫌疑

人，为群众追回被盗手机一部。

5 月 2 日，常宁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刘某某报警，

称其放在市东正街自家奶茶店内的一部黑色华为手机被

盗。接警后，巡特警大队 110 出警队火速赶到现场，通过调

取相关证据，锁定了嫌疑人汤某云。由于距离案发时间不

久，民警断定嫌疑人仍在附近，便组织民辅警在周边搜寻。

最终，110 出警队民辅警联合刘某某在东风广场抓获汤某

云，并当场查获刘某某被盗手机。当天下午 14 时许，110 出

警队将汤某云移交给宜阳派出所。受案后，宜阳派出所民

警立即展开调查，迅速查明了汤某云自 2021 年以来多次在

市城区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汤某云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刘丽莎 占世杰 聂 沛）

常宁市公安：

快速破获盗窃案
为群众追回被盗手机

4 月 30 日上午，衡南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到鸡笼镇东华村
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题屋场警务恳谈会，邀请村民代表
60 余人参加。

恳谈会上，警民共坐一条凳，围坐一起亲切交谈，敞开心
扉，畅所欲言。县森林公安局教导员罗斌首先向在场村民详
细介绍了当前全县公安队伍正在开展教育整顿的工作情况，
动员群众参与到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来。为提升群众
懂法守法意识，民警还在现场向村民们发放了宣传小手册，
结合辖区内森林失火案和非法捕捞案的典型案例，向村民们
宣传讲解森林防火知识及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进一步
增强了林区村民们防火及保护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意识。

恳谈中，村民们也各抒己见。有的村民谈自己家中和村
里生产、生活的状况和难题；有的村民对森林防火、保护野生
动物、植物等工作献计献策；还有的村民对公安工作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建议。与会民警仔细聆听、一一记录，并现场对
村民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进行梳理、解答。

他们表示，将切实抓好意见建议的落实整改，及时如实反馈
整改情况，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广大群众的期盼和需
求，为全县生态发展保驾护航。 （郐新鑫 聂 沛）

衡南县森林公安：

屋场警务恳谈会助力平安林区建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6日讯（记者 彭

婷 通讯员 谢孟衡）5 月 6 日 8 时，正值上班高峰期，

家住湘潭市雨湖区的陈莉驾车前往工作地岳塘区，

约 15 公里路程，过去要花 45 分钟，如今不到 30 分钟

即可到达。通行效率提高，这得益于湘潭为城区交通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湘 潭 市 共 有 机 动 车 60 多 万 辆 ，中 心 城 区 路 网

约 500 公里，以平面交通为主，几乎没有立体交通。

平 面 交 叉 路 口 交 通 控 制 ，成 为 湘 潭 城 区 治 堵 一 大

难题。

乘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东风，近年来，湘潭市投

入 9500 万元，打造了一套集路面感知、信号控制、数

字管理和智能调度于一体的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城

区 264 个信号灯路口全部实现信号联网控制，依托专

用视频流量设备采集数据的秒级全感应信号控制系

统，所有信号灯实现 100%自动配时。

“以前固定配时，路口难免存在绿灯时间浪费现

象，不仅通行效率低，非机动车也易‘钻空子’闯红

灯。”湘潭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负责人说，现在，每个

路口信号配时根据实时车流自动无极调节，最大限

度消除车辆积压和绿灯时间浪费。该系统投入使用 3

年来，全市城区路口高峰期通行效率提高 20%以上，

非机动车闯红灯率降低 40%以上。

连接岳塘、雨湖两个城区的湘潭一桥和三桥，过

去高峰时期拥挤不堪。依托自动配时，交警对这两座

大桥周边核心区域交通实施整体策略控制，即对所

有驶往一桥、三桥方向的车流进行控制，使其减缓流

向核心区域；对于驶离一桥、三桥的车流快速放出，

确保高峰期车流量“进出平衡”。

以前高峰期，湘潭城区需好几个民警、辅警手工

调整各节点信号灯，现在只需指挥中心民警观测整

体信控策略运行情况，在发生交通事故等情况时再

及时手工干预，通行效率大为提高。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6日

讯（记者 欧阳倩 张福芳）“五一”假期，

长沙文化旅游呈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

力：纳入全省统计范围的 39 家监测单

位中，30 家旅游接待单位累计接待 1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0.3%；9 家住宿单位

累计 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36%。

据携程联合新华财经发布《2021“五

一”旅行大数据报告》显示，长沙为“五

一”黄金周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三大

新晋夜游城市长沙排名第二。

景区经济全线飘红。其中，岳麓山、

橘子洲分别累计接待游客 44.26 万人次、

35.01 万人次，分别位居湖南省景区接待

量第一、二位。花明楼、生态动物园、新华

联铜官窑古镇等景区接待游客均在 10

万人次以上。

文博场馆热度攀升。长沙各大博物

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精心“备货”，

推出体验式文旅新场景。长沙滨江文化

园累计入园游客 9.05 万人次，入馆总人

数 5.87 万人次，各场馆开展活动 38 场，

参与人数共计 2.43 万人次。湖南省博物

馆接待 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0.85%。

乡村体验格外抢眼。游古镇、赏百

花、采春茶、尝鲜果、享农趣、乐农俗、吃

乡菜、住民宿。浏阳市大围山杜鹃花节、

望城区千龙湖景区的浪花嘉年华、宁乡

市沩山景区的茶旅文化节等，乡村文旅

活动精彩纷呈，田园体验热度不减。

文旅融合业态创新。5 月 1 日，长沙

以《手可摘星辰·送你一支浏阳河》致敬

广大劳动者，形成全网互动。“#走红长

沙短视频征集大赛”上线 5 天，话题热度

近 7000 万，最高点赞 27 万。文和友排队

单日 2 万余号 ，茶颜悦色排起百米“长

龙”；梅溪湖大剧院、长沙音乐厅推出革

命历史题材花鼓戏《红荷》、谭盾《武侠三

部曲》音乐会等演出，观众逾万人次，游

客充分体验快乐长沙的无限魅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刘利美）

“快看！一大群白鹭飞过来啦。”5 月 3 日，

衡东县新塘镇大培村的湘江流域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项目“湿地花海”鲜花争艳，

白鹭翻飞，游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衡东县启动湘江流域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在新塘镇大培、石杨和杨林镇

潭江口开展试点建设，建设面积1738亩。

该县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

目建设，分别在大培、洣河桥、石杨项目

区栽植湘莲、茭白、睡莲、香蒲等生态经

济型、生态景观型和生态净化型等 19 种

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栽植垂柳、池杉、

水杉、乌桕等耐水湿景观树。在石杨项目

区种植百日草、波斯菊、硫华菊、向日葵

等花卉 200 余亩，打造“花海”景观。“五

一”假期，吸引了 10 多万游客前来观赏。

试点建设中，衡东县利用项目区原

有的水渠、水闸等水利设施，实现农业面

源污染和生活污水全程无动力自流整个

还湿区。经过物理沉积，利用湿地植物进

行生物吸收、降解和转化多种水中污染

物，固碳释氧，实现净化功能，有效改善

湘江水质。

3 年来，试点项目区水质由Ⅴ类变

为Ⅲ类，部分水质达到Ⅱ类。湘江水碧

了，大培村风景美了，村民们吃上“旅游

饭”。记者看到，主题餐厅、农家庄园散布

在大培村的花前树后，家家生意红火。村

民罗建军说，“五一”假期，他家的农家乐

生意红火，收入可观。

衡东“湿地花海”护碧水
村民吃上“旅游饭”

长沙文旅消费一片红火
岳麓山、橘子洲分别摘得全省景区接待量冠亚军湘潭城区信号灯实现100%自动配时

高峰期城区路口通行效率提高20%以上

产业旺
乡村兴
5 月 6 日，道县清

塘镇洪家宅村，绿意

盎然的田园与错落的

村庄、秀丽的山峦相

映成趣。近年，该村调

整产业结构，推动优

质水稻、大棚西瓜、紫

薯等特色产业向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助推乡村

振兴。

蒋克青 何忠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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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 1版①）据悉，该区 2021 年将积极对接引进

央企、行业领军企业、三类 500 强企业，力争全年引进

产业链企业 35 家以上。

望城区将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选

择”，智能终端、新型轻合金、新一代半导体等 6 条重

点产业链加速崛起，尤其是智能终端产业迎来爆发

式增长，比亚迪电子日产能达 13 万台手机，年产值突

破 110 万元，加之德赛电池在此打造全球第二大生产

基地、智能终端配件产业园建成投运，千亿级智能终

端产业集群崛起在“望”。此外，一批总部经济纷纷抢

滩望城，仅大泽湖一个片区就吸引 7 家企业总部落

子，“以亩产论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

优化营商环境，商事主体逆势增长

1 月 14 日，望城区率先全市开展微信预约办税试

点，实现微信预约办税“一触即达”。让纳税人少跑

路、少等候，而这只是望城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

活力的一个缩影。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望城新增市

场主体 44318 户，同比增长 282.94%，全年实体经济税

收增长达 20%。数据的背后，是该区对中央、省、市“六

稳”“六保”有关决策部署的坚决落实，是对省心、省

时、省钱“极省”营商环境的执着追求。

“望城对个体户的政策和帮扶给了我很大信心，

如今我的农家乐已经步入正轨。”去年疫情期间待业

在家的望城市民陈丽珠决定加入创业大军，本来担

心疫情影响，她还有些犹豫，后来在区政务中心窗口

人员的指导下，她全程在网上完成申报，一小时就拿

到了营业执照，还享受到税收减免、获赠公章等优

惠，这为她的创业之路注入一剂“强心针”。

早在去年 5月，望城便率先出台“六稳”“六保”25条

“硬核”举措，针对各类市场主体集中释放一揽子利好政

策，一年来，该区发放涉企补助奖励、政策性减免共计

13.9亿元。同时，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企业开办与注

销综合窗口”，企业全生命周期业务可一窗办结；落实行

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对药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食品

经营（销售）、小餐饮等 4个行业全面推行“一业一证”和

“一业一照”，并将审批权限下沉至全区 15个基层市场

监管所，切实改变了群众办事多头跑的现状。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推广产品、节省成

本，该区还率先全省打造“零障碍、零仓储、

零物流、零损耗”的“四零”采购平台，一家家

企业从“互为邻居”变成“互为生产车间”，

310 家企业达成采购合作金额 30 亿元以上。

“开店办厂，就去望城”的口号在众多企业家

和创业者之间流传开来。

加速跨江发展，城市新格局
逐步成型

1 月 15 日，在长沙市民的期盼中，望城

区自主立项、自主建设的重大民生工程——香炉洲

大桥开工建设。这是湘江首座按Ⅰ级航道标准设计

的桥梁。

拥有 35 公里湘江黄金岸线的望城区，去年迈入

沿江建设、跨江发展的快车道，“一江两岸协调发展、

一园三区协同并进、产城景深度融合”的城市发展新

格局正加速形成。

一年来，望城经开区 40 万平方米专业化厂房全

面建成；高铁西城片区，高铁西站产业新城一期进

入实施阶段；滨江新城片区，大泽湖生态智慧城闪

亮登场，新一代半导体科创中心加快建设，海归小

镇进入实质性申报阶段，将依托片区生态环境优势

和望城经开区产业基础，打造服务归国留学人员创

新创业的高品质智能制造产业小镇；铜官片区，五

号山谷项目建成投运，新春期间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诗和远方”。

2 月 5 日，完成提质改造的金星北路旧貌换新颜，

这既是一条望城连通长沙市中心的交通廊道，更是

一条展示望城新形象的靓丽风景线。金星北路的蝶

变正是望城落实长沙市委市政府“四精五有”要求、

建设生态智慧活力的宜居城区一个缩影。未来两年，

该区计划投资 570 多亿元，通过铺排实施 330 多个项

目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居住幸

福指数。

雷锋故里春潮涌动，希望之城万象更新。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望城以创新实干、赶

超 跨 越 之 姿 踏 上 了“ 十 四 五 ”发 展 新 征 程 ，正 以 争

当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生力军和打造长沙乡村

振兴的新标杆、全域文旅融合的示范区、文明宜居

的幸福城为目标，一路奋进。

▲ ▲（上接1版②）

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衡南

县出台进一步促进招商引资工作加速发

展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从降低用地成

本、降费奖补减负、鼓励发展总部经济、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等 9 个方面，发放招

商引资“红利”，并进一步推进审批服务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从严打击

“强买强卖、强行阻工”，严格涉企检查备

案制等，给客商投资吃下“定心丸”。

实干解民忧，实绩暖民心

“通过屋场恳谈会，在家门口就帮我

化解了矛盾，我非常满意。”衡南县宝盖

镇小泉村罗细乃高兴地说。3 月 31 日，衡

南县宝盖司法所通过“屋场恳谈会+人

民调解”的方式，成功调处一起宅基地矛

盾纠纷。

屋场恳谈制度是衡南县创新基层治

理的有益探索。说白了，就是在群众家门

口面对面聊天。在群众最熟悉的地方、以

最常见的方式，有心事、有意见敞开谈，

干部群众当场解决或回复，打通了一条

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捷径”。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在衡南，只要

对百姓有利的事情，有条件的马上办，没

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深化医疗教

育改革，就是衡南县回应百姓关切，创造

条件创新办、持久做的事情。

“县里启动‘三三五’教育改革，教育

资源和教师都实现了城乡共享；‘医联

体’‘医共体’改革，更是把三甲医院的医

生请到家门口，分级诊疗既能享受好的

医疗服务又能节约费用……”谈起这几

年家乡的变化，衡南县三塘镇居民蒋华

赞不绝口。借着教育改革红利，今年初,

他还将寄在城里亲戚家上学的孩子接回

镇上读书。

以实干解民忧，用实绩暖民心。在改

善民生的路上，衡南县始终追求更高标

准。近年来，衡南县大力推进基层公共服

务“一门式”全覆盖，将与群众联系紧密

的事项流程简化办、就近办。其中，权限

下放至村一级办理的事项就有 40 余件，

打通了群众办事“最后一百米”。

一主一特双总部，“链”上促发展

杂交水稻创下亩产 1530.76 公斤的

新纪录，让世界为之瞩目；特变电工云集

5G 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开工，打造衡阳

市乃至湖南省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综

合集成的行业领先数字化标杆灯塔园

区；油茶龙头企业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

有限公司，首创油茶果“鲜果鲜榨”工艺

生产线，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申通

衡南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启动，将成为

辐射本省及广东、广西、江西等周边 6 省

（区）的中心电商产业园……

产业项目建设硕果累累，是衡南县

“链”上促发展的有力推动。

衡南县围绕电子信息（光通信）、农

产品精深加工、建筑业和物流业 4 大特

色产业，研究出台重点产业人才建设规

划，持续加大政策、人才、金融、土地等

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

目前，该县已初步形成以电子信息（光

通信）为主导、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特色、

建筑业物流业双总部经济齐头并进的

产业发展格局。其中，衡阳市的 14 条产

业链之生态绿色食品产业链就以衡南为

龙头。

链上发力，不仅有利于凝聚发展合

力，还推动当地形成产业链招商引资的

虹吸效应。

去年 5 月，广东美康通信光缆、东莞

庆赢实业和杭州齐跃科技 3 家光通信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经衡南工业集中区已

入园企业、光通信领域领先的光器件制

造商中科光电的“牵线搭桥”，集中入驻

园区。

今年第一季度，衡南县共签约 36 个

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32.5 亿元，涵盖新

能源发电、高端制造、精密加工、汽车配

件等多个领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6 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林振林 田才茂）“白天参观红色景点，晚

上参加沉浸式夜游活动。红色、古色交相辉映，不虚

此行。”5 月 3 日，洪江古商城景区，来自贵州铜仁的游

客李红感叹道。

5月 1日开始，洪江古商城景区迎来游客高峰。“中

共湘西工委直属洪江支部旧址”“小红军博物馆”“革

命老区展馆”等红色景点，游客络绎不绝。洪江区文旅

广体局负责人介绍，中共湘西工委直属洪江支部旧址

原是清光绪 33 年（1907 年）由洪江商人筹资创办的一

所私立义学——商达学校，1938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

在洪江的第一个支部在此秘密成立。今年，对这一旧

址进行提质升级，成为该区党史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游客漫步古商

城，寻古迹、看古色、品古韵、当“镖师”，体验“明清穿越·

潮玩洪江”“光影流转洪江美，古韵湘西洪商情”等系列

沉浸式夜游活动，感受古商城夜景之美。长沙游客朱志

带着一家人自驾游来到洪江古商城观赏，他对记者说：

“晚上的夜游，利用灯光效果，彰显了古建筑的独特韵

味。”据了解，以“旅游+”为融合模式的系列沉浸式夜游

活动，让旅游与城市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构建新的旅游

商业模式和旅游业态，游客纷至沓来。“五一”小长假前

3天，洪江古商城游客就有近10万人次。

红色古色交相辉映

洪江古商城沉浸式夜游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