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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2日至13日，绥

宁县委书记唐渊来到扶贫联系点红
岩镇谢家村、稠清村，先后走访了谢
定壁、谢名真等贫困户和谢定中、谢
名主等养殖大户，与他们拉家常、细
算账、话增长、定措施。这是该县在
全体在职县级干部中开展“三准三
实”脱贫攻坚行动的一幕。

绥宁县为武陵山片区集中连片
扶贫重点县。为充分发挥县级干部
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带领和示
范作用，确保如期实现2018年脱贫
摘帽目标，该县组织50名在职县级
干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以“精准调
研，确保扶贫工作务实；精准施策，
确保脱贫过程扎实；精准退出，确保
脱贫结果真实”为主要内容的“三准

三实”脱贫攻坚行动。
根据此次行动部署，绥宁县委

书记、县长对全县85个贫困村进行
调研，其他县级干部对所联系乡镇
所有贫困村进行调研，深入驻点帮
扶贫困村开展蹲点调研，走访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摸清底子、找准路
子、补齐短板。围绕贫困村退出、贫
困户脱贫和实现村支两委顺利换届
三大任务，参与走访的县级领导对
标对表，因村因户，研究深化精准扶
贫举措，同时完善脱贫攻坚计划，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实行项目化、工
程化、清单化推进，做到贫困人口走
访全覆盖、现场审视全覆盖、农村产
业示范户拜访全覆盖、村干部谈话
全覆盖。 （向云峰 龙宪智）

绥宁：
“三准三实”行动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 3 月初，城步苗族自治
县白云大道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将启
动拆迁腾地，力争今年底拉通。这是
该县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今
年，城步将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
大有效投资，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发展支撑。全年该县将实施
重点项目 45 个，完成投资 37 亿元以
上，同时做好 31 个重大项目前期工
作。

进一步健全交通网络。城步将加
强与广西龙胜的合作协商，力争城步
至龙胜高速尽早开工，确保武靖高速
公路城步段全线竣工；开工建设南临

公路南山牧场至绥宁古龙岩段，改造
西岩至威溪公路，推进兰蓉至芭蕉公
路等重要县乡公路建设。

完善水利设施，加快民生水利建
设。该县将推进扶竹水兰蓉河段治
理，完成四水治理西岩河堤工程、巫水
城南段岸坡整治工程，完成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清溪、柳寨片区项目建设；
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小流域治理项目，
新增供水人口2.35万人，实现人安饮
水工程全覆盖。

加快新能源开发力度。该县今年
力争实现十里平坦、金紫山风电开发
项目并网发电，加快五团、乌鸡岭风电

开发项目，完成长安营 220 千伏汇集
站项目；加快长滩流域老寨窝洞电站
梯级开发项目，实施南山、威溪两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和31个村农网升
级改造及县城配网建设工程，力争打
造成全省新能源利用示范基地县。

此外，该县还将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启动西岩车站、河东商贸物流市场
二期工程，完成茅坪农贸市场建设，打
造西岩湘桂边贸第一镇和茅坪工业重
镇品牌；深入实施“四边五年”绿色行
动，完成S219西岩至县城沿线绿化造
林，新造林 4 万亩、油茶林 1 万亩以
上。 （记者 杨立军）

城步：45个重大项目擎起活力苗乡

本报讯 “连片油菜花海竞相怒
放，‘狗爬岩’陡峭险峻，湘黔古道幽远
古朴、战壕弹孔犹存……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忆得起抗战，真
是不虚此行！”3月16日，来自长沙的
张先生饶有兴致地谈起第二次游平清
村的感受。3 月上旬以来，位于洞口
县文昌街道的平清村，已经吸引了二
十余个旅游团近 3000 人前来赏花踏
青。

平清村洞口塘曾是抗日“最后一
战”——洞口塘阻击战的主战场，满山
遍野遗存的战壕和峭壁上的弹痕清晰
可见。为了擦亮乡村旅游名片，该村

突出观光农业、抗战历史、江景氧吧等
特色，打造生态农业、旅游文化休闲新
村寨，着力打造集旅游健身、爱国主义
教育、休闲观光为一体的4A级新型生
态旅游景点，建成该县县城最亮丽的
后花园。

近年来，洞口县以“护国讨袁、再
造共和”的蔡锷名人文化、抗日“最后
一战”的雪峰抗战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的楹联文化，过“老鼠年”和“盘王节”
的瑶族民俗文化等传奇文化为载体，
办好雪峰蜜橘节、宗祠文化旅游节、

溪熬茶节等各具特色的节庆活动，
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吸引省内

外游客来看洞口、游洞口、赞洞口。
为了给全域旅游创造优质的环

境，该县以平溪江保护和治理为突破
口，实施山水林田湿地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把治水和治山、治林、治田、治
湿地有机结合起来，“五水”协同，筑牢
生态屏障；科学引导农村村民集中连
片建房，建设美丽乡村。同时，该县各
乡镇根据地方风情和民风民俗特色，
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打造以历史文化、
自然景观与地方文物景点为一体的特
色旅游村寨和乡村旅游名村。

（欧阳恩雄 谢定局）

洞口：“传奇文化”擦亮乡村旅游名片

本报讯 “没想到，峎山风景区外
围的龙潭村也这么美丽，油菜花、古桥、
古道、小河，太迷人了！”3月12日，一群
长沙游客看了新宁县金石镇龙潭村后
感慨不已。据悉，该村从 2 月下旬起，
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达1200人次以上。

近年来，新宁县依托丰富的旅游、产
业资源优势，围绕打造原汁原味、返璞归
真的大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区目标，结合农
业产业布局，以水果产业、竹产业、中药材
产业、茶产业、观光畜牧业为基础，实施果
旅、茶旅、竹旅、药旅、牧旅等农旅联动模

式，积极培育农业科技示范园、四季采摘
体验果园、四季花卉观光园、农耕文化园
等；建成了邵新公路和新武公路沿线两个
连片10万亩优质脐橙旅游观光带，相继
开发了永丰农业休闲农庄、崀山生态农业
园、满师傅有机水果生态园、舜皇森林生
态观光园等一大批农业旅游景点和线
路。同时，该县每年通过举办脐橙节、生
态旅游节和赏花、采摘、垂钓、观光活动
等，积极开发“春赏花、夏耕耘、秋摘果、冬
随俗”乡村旅游，产业、生态、休闲融合发
展。2016年，全县旅游农业共接待游客

811742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161万元，
销售农副产品8258万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24.3%、18.87%、18.02%。

新宁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县旅游农业发展方兴未艾，通过实施

“春花秋色”农业示范工程，全县建立旅游
农业基地20余万亩，建成休闲农业企业
15家、农业观光园21个、休闲农业园2
个、省级星级休闲农庄5家，并配套相应
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带动了全县3
万以上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杨 坚 李友胜 刘顺阳）

农旅联动，带富3万农民

本报讯 “七江山水好风光，蜜
蜂采花酿蜜忙，蜂农心里甜滋滋，脱
贫致富奔小康。”3月15日，隆回县
七江镇养蜂人刘成邦自编自唱的

《酿蜜歌》，满溢着他养蜂致富奔小
康的喜悦之情。

“发展养蜂产业，确实让我从中
尝到了甜头。虽然产品不愁销路，
价格稳中有升，但我总是遵循这样
的原则：做良心事、卖放心产品，不
赚亏心钱。”边说着，刘成邦边从木
箱中提出一块蜂格，看着蜂格上饱
满的蜂蜜，他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近年来，七江镇始终坚持“建设
生态家园、开发绿色产业”的发展思

路，鼓励村民发展“甜蜜产业”。该镇
通过建设蜜蜂养殖扶贫项目，使全镇
养蜂规模迅速扩大，带动了近3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养蜂合作社，惠
及200余人。

“大产业致富，小产业脱贫。我
们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宣传七江纯
天然的蜂蜜，形成品牌优势，并注册
相应的商标。”七江镇党委书记罗立
华表示，今后还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通过线上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线
下销售网点的建设，帮助养殖户做好
蜂蜜的销售工作，带动更多贫困户加
入合作社，实现养蜂脱贫致富。

（肖 燕 陈远志 胡波）

隆回县七江镇

“甜蜜产业”酿出甜蜜生活

本报讯 3月13日，邵东县乡
镇管道燃气工程通气点火仪式在黑
田铺印刷包装工业园举行。

邵东县乡镇管道燃气工程是
“气化邵东”的一项重点工程，是提
高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工程，是促
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
生态工程。该县乡镇管道燃气工程
总投资约1亿元，主要包括天然气调
压站、各乡镇主管线、村镇庭院管网

等建设项目。目前，该工程已完成
廉桥兔子坪至牛马司柳桥村铺设高
压管11公里，廉桥调压站至廉桥支
线主管铺设6公里，廉桥镇调压站至
黑田铺镇支线主管铺设4公里。

今年，该工程还将完成廉桥到
流泽镇、大禾塘街道到周官桥乡和
大禾塘街道到仙槎桥镇的21公里
支线主管网铺设任务。

（唐志平 陈保京）

邵东：管道燃气通乡镇

本报讯 3月13日，从湖南南
山牧业公司传来消息：该公司的南
山草原牛奶携手创客咖啡正式进
驻三一集团。这是该公司进一步
扩大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知名度的
又一有力措施。

南山牧业公司之前一般将南山
草原鲜奶体验屋设在学校及社区
旁。为惠及三一集团的上班族，南
山牧业公司携手创客咖啡打造了

“南山草原创客咖啡”，使该企业上
班族能轻松喝到南山草原牛奶。

作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南山牧业公司以“种好草、养好牛、
出好奶”为企业理念，拥有国内一
流的全自动无菌灌装液态奶生产
线两条、全自动无菌灌装低温奶生
产线一条，建立了以学生奶业务为
主、市场奶业务为辅的销售体系，
每天为全市各县市区约30万中小
学生提供学生奶，并通过经销商在
各地开展市场业务。目前，该公司
正在新建3000吨高端奶粉生产线
和全省最大的2000头标准化奶牛
养殖场。

（杨立军 封鸣海）

南山牧业携手创客咖啡进驻三一集团

上班族轻松喝上草原奶

3月11日，在邵阳县东方红
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工地上，工人
们正加班加点进行工程施工。

坐落在邵阳县白仓镇的东方
红水闸，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
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
闸工程，因修建时间久没及时维
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2015年，
省水利厅批准对该水闸实施除险

加固建设，投资额约为3188.83万
元，总工期500天，分两期完成。
目前，该工程一期工程前期工程
已完成，一线工人正在加班加点
进行消力池灌浆、清淤、清堰等工
程建设，确保在3月底按期完成
一期扫尾工作，迎接4月主汛期
到来。

（康 煌 吕海锋）

东方红水闸除险加固

3月15日，为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打假维权意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邵阳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牵头在该县振羽广场举办大型集中宣传活动，并对城区的各农贸市场、大型商场等40多个商家进行了专
项检查。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在向市民介绍如何识别假货。 杨 波 高景荣 摄影报道

3月11日，新邵县科技局驻
村扶贫工作队来到潭溪镇光明村
调研，为该村产业脱贫绘蓝图。

光明村共有 25 个组、2327
人，其中贫困户共172户600人。
全村水田720亩、旱土320亩，以
石山荒地为主。为带动该村产业
脱贫，新邵县科技局将引导村民
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发展罗

汉果 220 亩，发展生猪养殖 400
头。此外，驻村扶贫工作队还将
设法筹资改善该村基础设施，硬
化到组公路4公里；协助兴办集
体经济实业，在该村建一座220
千瓦光伏发电站，确保村集体年
收入达4万元以上。

（陈世清 陈任兴）

科技“春风”吹入光明村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