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打开“致富门”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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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2月 10日讯(全媒体记者 严

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徐永宁)连日来，宁

远县九嶷山舜帝陵景区，前来祭祖祈福的游

客络绎不绝。春节期间，该景点游客接待量

稳居全省旅游景点前列。

宁远县立足生态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

做活文生旅融合文章，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九嶷山舜帝陵 5A 级景区，旅游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2021 年全县接待游客、旅

游收入名列永州市第一。“美丽经济”打开

“致富之门”。近 5 年来，宁远县以旅游为支撑

的第三产业对 GDP 贡献率超过 60%。

该县构建南部九嶷山舜帝陵风景区、北

部舂陵古镇、县城宁远文庙等“两线一点”旅

游布局，投资 5 亿余元建设旅游项目 21 个。

建成九嶷山游客中心，完成舜帝陵整体修

缮，新建宾馆酒店 21 家，以及旅游厕所、生态

停车场等设施 69 处。九嶷山舜帝陵景区成功

晋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湖南省“十大”文化

地标。该县相继成功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

潜力百佳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连续两

年进入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该县融入粤港澳大旅游圈初见成效。与桂

林、连州等 12个周边知名景区，世界舜裔宗亲

联谊会、广东自驾游协会等 25 个知名团体建

立长期合作，每年接待朝圣宗亲 30余万人。同

时，研学品牌大放异彩，近两年接待省内外研

学团队近百批次，研学总收入突破9000万元。

旅游为乡村振兴赋能，全县建有星级乡

村旅游区(点)达 30 个、星级农庄 160 余家，乡

村民宿床位达到 1760 张。新塘村毗邻舜帝陵

景区，发展葡萄、火龙果、脐橙等特色种植与

休闲采摘，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 2000 元，村

级集体年增收 20 万元以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蒲书琴 丁泉

“这桃花苞长得真好，一朵花儿一个果，

今年黄桃肯定大丰收！”2 月 9 日，雪后初晴，

中方县新建镇新建村新丰源合作社负责人

杨忠海，一大早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果树生长

情况。看着一朵朵桃花苞缀满枝头，他脸上

如沐春风。

天空逐渐开朗，村民们陆续来到基地，

清园锄草，撒药杀虫。杨忠海不时安排筹购

物资、果树培管工作，为 3 月份花期的护花保

果做准备。

“我是党员，有责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劳动间隙，杨忠海与记者谈起他的“创业

经”。2017 年，在贵州做建材生意的他返乡创

业，与两个朋友合伙成立新丰源合作社。流转

村里的荒地建立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黄桃 49

亩、沃柑 104亩，带动村民 20余人稳定就业。

作为种植业“小白”，杨忠海凭着一股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攻下黄桃和柑橘

种植技术关。村干部介绍，杨忠海不放过任

何一个求学的机会。中方县在各乡镇为种植

户开办的“致富带头人”培训班，他是最早报

名的一批。驻村工作队请农业专家来田间地

头“把脉问诊”时，杨忠海总是那个抢着“求

医问医”的人。

人在创途，桃也争先。市面上的黄桃价格

一般在每公斤 8元左右，而杨忠海的黄桃能卖

到每公斤 12元。杨忠海透露，单价能高出同行

一截的秘诀，就在于他们把做生意的经验运用

到发展果树种植上。他从山东农业农科大学引

进的黄桃品种果大脆甜，更重要的是能比周边

县市的黄桃早成熟10天，率先抢占市场。

春风助勤人。杨忠海告诉记者，新建村

过去生产的蔬果以现产现卖的模式销售，市

场价格波动较大。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初，

省委军民融合办驻新建村工作队协助村里

修建了冷库，依托现代冷链技术，错峰上市，

为果农开辟了销售新渠道。春节期间，杨忠

海和伙伴们利用网络四处联系新客商。

杨忠海踌躇满志地说，他打算把种植基

地对面的荒地也流转过来种植蓝莓，希望

“搭”上全县蓝莓产业发展的大船扬帆远航。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敏学

孙姜玥烨）国网长沙供电公司今天透露，春节期间，长沙电

网运行整体平稳，供电安全可靠，长沙地区最大负荷 503.6

万千瓦，同比增长 38.5%；日最大供电量 9612.7 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 36.7%。

为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该公司组建

设备运维等 6 个保电专班，全力推进度冬及春节保供电工

作，并提前对全市 98 家重要客户、62 家重点关注客户以及

超高层等场所，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排查治理隐患，做

好民生用电安全工作。同时，加强电网重要断面及重载设备

监控巡视，对输变配电设备全面开展新一轮隐患排查，积极

开展重要设备特巡特护。

面对两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侵袭，该公司做好防冻

融冰各项准备工作，重点加强浏阳蕉溪岭、宁乡沩山等易覆

冰地区线路监测，提前落实融冰方案；实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

制，相关人员取消休假，坚守岗位，密切关注电网运行情况，

加强信息汇报沟通，相关部门及时联动。

春节保电期间，全市重要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92 个观

冰哨实时监测线路冰情，提前落实的 76 支抢修队伍、912 名

抢修人员 24 小时待命。累计出动车辆 264 台次、人员 400 余

人次开展各类作业，完成 290 余处三跨点、8 条城市生命线、

16 条单电源供电线路巡视，以及 157 处重要设备和客户特

巡和应急处置工作。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黄娟

2 月 8 日 15 时许，桃源县沙坪镇兰坪村大山深处，国网

桃源县供电公司沙坪供电所 4 名工作人员完成线路抢修任

务后，赤脚蹚过冰冷的溪水返程。

当天 9 时 35 分，沙坪供电所接到兰坪村彭家湾台区村

民李雪初的电话，称屋前两棵树不堪大雪重压，倒在进户线

上，导致家中断电。接到报修电话，黄有忠、庄豫等 4 人立即

带上工具出发。

上午 11 时，抢修车停在一条溪沟边。可连日来的雨雪使

得溪水猛涨，没过膝盖，即便穿着雨靴也无济于事。

“脱鞋，过河！”话音刚落，黄有忠卷起裤腿，拎着雨靴和

工具，率先走进冰冷刺骨的溪水中。其余 3 人也接连下水。尽

管水面不宽，涉水时间不长，但 4人上岸时，冻得牙齿打颤。

他们来到李雪初家，只见两棵树压在进户线上，已将导

线扯断。黄有忠循线排查，发现断线的另一头，落在刚刚蹚

过的小溪下游。他再次脱下鞋袜，踏进水中，将断线扯上岸，

展开抢修。

清除树障、修复导线、收紧线路……14 时 58 分，故障处

理完毕，李雪初家恢复供电。看着抢修人员手脸冻得通红，

李雪初在屋门口生了一堆火，好让他们暖暖身子。

返程途中，面对冰冷的溪水，他们十分淡定。“一回生二

回熟，咱看谁过河快！小庄，你最年轻，你得让着我们呀……”

玩笑间，他们蹚过冰水，奔赴下一站。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付姣龙 曾炜煜）“我们公司待遇丰厚，

升职空间大，还建有篮球场、文化书屋……”2

月 8 日，2022 年祁东县归阳工业园区招工、用

工、稳岗留工“春风行动”暨春季首场招聘会启

动仪式在园区举行。现场，湖南领湃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别出心裁，推销企业文化

“软实力”，以期获得更多求职者的青睐。

归阳工业园是祁东建设“工业祁东”的主

战场。目前已签约企业达 67 家，47 家投产。随

着衡阳弘电新能源、湖南领湃新能源科技、湖

南凯飞高分子新材料等重大项目陆续投产，年

内需招工约 6000 人。其中，春节后急需用工约

2200 人。

祁东县对参与招聘企业和人员给予政策

支 持 ：企 业 招 用 原 国 有 企 业 下 岗 职 工 中 的

“4050”人员、残疾人、低保家庭人员、应届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签订 1 年以上

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一次

性岗位补贴；对符合条件企业，根据其企业自

身发展需要，由企业申请给予 10 至 300 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支持等。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2200

多个，400 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春风”送岗来 就业家门口
祁东春季首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2200多个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刘再丽 肖星群）“大家刚刚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又将离开家乡的怀抱，踏上

奋斗的征程……”2 月 8 日 16 时 38 分，由涟源

始发直达东莞的 K6690 次返岗农民工卧铺专

列，缓缓驶出火车站，涟源市 1031 名务工人员

踏上“返岗之旅”。

春节前，涟源市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创三

湘”“湘融湘爱·春运邮情”“春风行动”线上招聘

等专项活动，积极推进企业稳岗留工举措，此次

跨省务工人数已超出摸底时的预期人数，在开

出今年湖南省第一列跨省务工专列后，该市计

划于 2 月 10 日继续开通“点对点”专列，免费接

送农民工赴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返岗复工，将

务工人员从“家门口”直接送达“厂门口”。

“感谢政府这几年给我们外出务工人员提

供的免费车票，很贴心也很放心。”乘坐专列返

岗的斗笠山镇斗笠山社区居民张丽君说。

涟源火车站从 2020 年 3 月首次开行始发

务工专列起，共计发送 1 万多名农民工到广

东、浙江、上海等地务工。截至 2 月 8 日，涟源市

年后已返岗 2.61 万人，返岗率达 63.6%。

“点对点”送农民工返岗
涟源年后已返岗2.61万人，返岗率达63.6%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雷晓华

2 月 10 日下午，在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 3 天后，12 岁的曾俊杰和父母终于出

院。早已在家做好饭菜的爷爷奶奶高兴中带着

一丝后怕，“现在想起来手还是抖的，这次幸好

孙子机智，懂得正确呼救，才救了一家人。”奶

奶陈带玉说。

2 月 6 日晚 12 时许，永州市冷水滩区凤凰

北路一四楼民房内，曾俊杰与父母在房间内采

用木炭烤火取暖，由于房间门窗较密闭，三人相

继出现恶心呕吐、浑身乏力等一氧化碳中毒症

状。生死边缘，曾俊杰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安全自

救知识，第一时间报警求救，挽救了一家人。

曾俊杰回忆，当晚睡觉前，他突然呕吐头

晕，想要告诉父母时，发现两人都已意识模糊。

曾俊杰说，上学期班里上过一节安全教育课，

他和父母的症状跟一氧化碳中毒很相似，意识

到情况严重，他立即拿起父亲的手机拨打了报

警电话，说明大概情况后随即也陷入昏迷。“当

时害怕吗？”记者问。曾俊杰年纪不大，说话时

却一脸沉稳淡定，“不害怕，老师教过我，遇到

事情要快速冷静下来，冲动是做不好事情的。”

曾俊杰就读于京剑学校，他说，学校每周

举办安全专题知识讲座、每天组织安全相关主

题演讲，除此以外，他平时还会通过观看安全

警示纪录片拓展知识。正是日复一日的沉浸式

安全教育，让他能在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对自

己和家人实现有效自救，避免了悲剧发生。

“我真的很感激老师们把孩子教得这么

好。”身体仍然虚弱的母亲刘凤娇露出一个欣

慰的笑容。她说，曾俊杰的安全意识很强，平时

在家经常像个小大人一样跟大家分享他学到

的安全知识，以前他们没太当回事，以后一定

会用心学习。

刘凤娇是工厂工人，丈夫是一名外卖员。

她告诉记者，夫妻俩工作很忙，晚上八九点才

能到家，平时丈夫会把菜提前做好再出门，曾

俊杰放学回家后自己煮饭吃饭，自觉看书写

字，从不让他们操心。“第一次放他一个人在家

时特别担心，一遍遍跟他说注意事项。他很认

真听，最后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这些知识老师

也说过，他都记住了，让我安心去工作。”

此次“教科书式自救”，彰显了安全教育之

功。永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永

州全面推行“151011”安全教育宣传制度(即每

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末放学前 5 分钟、节假日

放假前 10 分钟、每学期 1 次主题班会、每半年 1

次家访)，各类校园安全事故连续下降。

“一朵花儿一个果”中方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完成春节保电任务

赤脚踏冰河
抢修护光明

永州市冷水滩区一家 3口一氧化碳中毒，12岁少年
沉着报警，避免了悲剧发生——

一通电话救了一家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张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2 月 7 日，岳阳大雪纷飞。在屈原管理区

西大堤眺望湘江、洞庭，雪花随风飘落，

湖洲已被大雪覆盖厚厚一层。冰雪之下，

一段尘封的历史等待开启……

当天，屈原管理区委宣传部部长韩

德辉，当地作家彭麦穗、周建祥带领记

者，一早赶往西大堤白鱼岐段，察看两块

疑似清朝时期的墓碑。江边风雪凛冽，大

家从雪白的堤岸缓缓下行，深深浅浅走

出一条雪泥路来。离江水不远处，两块墓

碑已被积雪覆盖，大伙拨开积雪，一字一

句地识读碑上文字。

2月 4日，天气晴好。周建祥偶然发现

湖边两块石碑裸露，一块重约1000公斤，另

一块略小，且缺一角。细读碑面文字，大碑

右侧写有“光绪十三年立”，中间是“清皇建

威将军张公乐园大人之墓”，左侧刻有“曾

孙三人仝立”字样；缺一角的是女性墓碑，

正中刻有“清皇诰命一品夫人张母熊太夫

人之墓”，左侧与右侧所题与上块相同。周

建祥认为，“这应该是文物。”马上拍照向区

委宣传部、文旅局汇报，并将照片发在区作

协微信群，引发作家们热烈讨论。

周建祥说：“墓碑离湖水只有三四米

远，等涨水期墓碑就会被淹没，要马上搬

运。”彭麦穗补充道：“如果请文物部门专

家来研究勘察，确定墓碑的真实性和历

史文化渊源，将让屈原管理区的历史文

化底蕴更厚重。”

“请做搬运方案，费用我出！”作家、

企业家王勇表示。

两块墓碑将去往何处？韩德辉作出

回应：“墓碑运往区农垦博物馆存放，今

后将加大对墓碑背后历史的发掘，加强

当地历史文化的宣传。”

屈原管理区抢救两块疑似清朝墓碑

白鱼岐，一段尘封的历史等待开启

巧手做灯笼 喜迎元宵节
2月 10日，浏阳市集里街道龚家桥社区复兴少年宫，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制作各式各样的元宵灯笼，体验传统佳节习俗。 彭红霞 摄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2年 02月 10日

第 202203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320
642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332800
222132

0

6 4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2年02月10日 第202201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54497371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7
469
1376
76286

1386459
8474637

中奖注数
（湖南）

0
10
41

3239
51812
310251

单注奖金
（元）
7794467
52135
3000
200
10
5

0407 14 15 2713

3303 04 05 07 08 3321 36 37

2022年02月10日 第2022031期

开 奖 号 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44 49 3350 51 52 55 56 359
360 61 62 65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近5年以旅游为支撑的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超过60%

——新建村新丰源合作社种植基地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