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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里植被繁茂，空气清
新，凉爽舒适，宛如世外桃源。”
8月5日，在绥宁县黄桑生态旅
游区曲幽谷峡谷，来自浙江的
游客陈旭东一家对这里的美景
赞不绝口。近期，绥宁黄桑生
态旅游区游客越来越多。

良好的气候、土壤、地形条
件以及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精
心呵护，使绥宁成为全国目前
少有的原始生态保存良好、生
物物种众多、生物链完整的“天
然 生 物 园 和 物 种 基 因 库 ”。
1982年，绥宁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誉为一块没有污染的神奇
绿洲。

近年来，该县坚持“旅游优
先”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入
手，强化政策保障，构
建全域旅游格局。该
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完成了黄桑生态旅游区总体规
划及重点地块控制性详规、黄
桑曲幽谷 4A 改造提升方案等
规划编制。该县提出了五年旅
游产业发展目标，即创建上堡
古国5A景区、上堡古国-黄桑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县城和花
园阁两个4A景区，建成湖南省
全域旅游示范县和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县、世界文化遗产地。

五年来，该县加快交通条
件改善、旅游招商引资和旅游
项目建设，推进生态文化旅游
提档升级。当前，途经绥宁各
大景区的武靖高速公路即将通
车，“X”型黄桑景区旅游通道
已基本建成。该县引资成立湖
南上堡古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合同引资50亿元开发黄
桑旅游，景区大门、游客服务中
心、温泉酒店、山地休闲酒店、
黄桑剧场等项目相继启动。上
堡、大团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录，两个侗寨完成基建
投资 3180 万元。该县整合资
金1300多万元，实施了千年古
镇寨市项目建设。花园阁景区
和插柳特色小镇招商成功。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县城“百亩湖
面、千户苗居、万米文化墙”恢
弘景观基本形成。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为
扩大和提升绥宁旅游的知名
度，该县成功争取到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国”
字号文化旅游名片 13 个。随
着每年一度苗族四月八姑娘
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和央视
等媒体来绥拍摄专题节目，绥
宁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不
断提升。

做大景区、做优特色、做响
品牌，绥宁生态文化旅游迸发
出强劲活力。该县农家游、生
态游、风情游等特色的乡村旅
游“多点开花”，发展乡村旅游
农 家 乐 、休 闲 农 庄 等 300 多
户。全县旅游总人数由 2011
年的 29 万人次增长到 2016 年
的 16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由
1.8亿元增加到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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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9日至10日，副省长何
报翔一行来邵，重点就商贸旅游、扶贫攻
坚和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
展调研。他强调，要把武冈机场发展、南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扶贫攻坚工作统
筹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抓重点、抓关键、抓
特色、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市
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分别陪同调研。

在武冈，何报翔考察了邵阳武冈机
场。他指出，邵阳要瞄准“商路”和“游路”
两个点，规划对接好下一阶段的航路，努
力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招商引资和旅游业
发展，更好发挥好机场对邵阳商贸旅游和
扶贫攻坚的拉动作用。

在城步，何报翔先后考察了城步羴牧
牧业有限公司西岩镇五桂养殖基地、茅坪
镇金兴村光伏扶贫电站群项目、儒林镇苗
香梨生态特色产业基地、儒林镇塔溪村电

商服务站、南山牧场湖南南山牧业有限公
司、五团镇金童山村和丹口镇平南寨村等
地，并组织召开了南山国家公园调研座谈
暨扶贫攻坚督查见面会。

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总体规
划基本完成。城步2016年被评为全省脱
贫攻坚工作先进县。何报翔充分肯定了
邵阳所取得的成效。就扶贫攻坚工作，何
报翔提出了“四抓”要求：抓重点，把扶贫
攻坚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
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抓关键，紧紧抓住老
百姓收入增加等关键指标，以严格的纪律
和高度的责任心，加快推进。抓特色，大
力扶植特色产业，组织和帮助老百姓提升
产品品质，把“公司＋农户”模式进一步做
大，打造品牌，做到品质可保障、来源可追
溯、供应可持续，逐步实施规模化、产业
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抓落实，坚持依
法依规办事，把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真正送到老百姓特别
是困难群众身上。就南山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工作，何报翔提出了精细规划、严格
保护和适度开发的指导意见。何报翔还
对省贸促会、省商务厅、省工商联定点扶
贫驻村工作提出了要求。

龚文密就如何落实何报翔提出的工
作要求进行了部署。龚文密说，要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点梳
理清晰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脱贫攻
坚的内在联系，严格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
要求，快马加鞭、夜以继日，深入推进各项
工作。

省政府副秘书长罗建军，省脱贫攻坚
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组第二十九组组长、
省旅发委副主任高扬先随同调研。市委
常委、武冈市委书记侯文，副市长晏丽君
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

（记者 朱 杰）

何报翔在邵调研商贸旅游和扶贫攻坚等工作时强调

紧扣重点抓关键紧扣重点抓关键 突出特色抓落实突出特色抓落实

本报讯 8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重点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督查情况专题
调度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周国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斌出
席会议。

8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为期一个
月的环保督查工作。三个督查组分别深入
大祥、北塔、双清、邵东、武冈、洞口等县市
区及相关市直单位督查重点环境问题整
改，并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

会上，三个督查组组长分别汇报了四

天以来的督查工作情况，研究下一阶段如
何进一步开展好督查工作。会议明确了
将中央环保督察组、省委省政府和市委交
办的重点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有
关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
开展全面督查。

周国利对各督查组连日来深入一线
督查取得的工作成绩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予
以充分肯定。他强调，接下来，要突出重点
案件，坚决查、实地查、深入查，进一步深入
了解全面掌握环保问题整改的情况。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
不遮掩。要突出整改交办，就督查组发现
的问题进行书面交办，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要讲究工作方法，采取实地查看、群众
座谈和个别走访、暗查暗访、衔接协调等方
法，原则上不开汇报会，不需地方政府陪
同，直插现场查问题、听真话。要注意收集
整理督查过程中的音像和文字材料，做好
资料的编撰和利用工作。

周国利还就督查工作相关具体问题
进行部署安排。 （刘小幸）

市人大常委会调度重点环境问题整改督查工作

突出重点 坚持原则 注重实效

本报讯 8月10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周国利来到邵阳
市创业商会，看望慰问统战对象、邵阳市创
业商会会长刘建雄。周国利希望商会在刘
建雄的带领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推进
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积极作为。

邵阳市创业商会现有会员企业 115
家，涉及机械制造、餐饮、建筑等多个行
业。商会成立以来，积极为微小型企业提

供服务，帮助整合资源、促进发展，并主动
参与“同心工程”，组织开展一系列助残助
学活动。

周国利听取了商会发展情况介绍，肯
定商会在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
所作出的努力。周国利寄语刘建雄和商
会，要当好企业的“娘家”，主动帮助企业解
决困难、加快发展。要继续发挥好商会作
为党委、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一方面通过加强学习培训，让广大企
业负责人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党委、政府
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及时将企
业的意见建议向党委、政府反映。要切实
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深入基层了解社
情民意，积极帮助群众反映和解决实际问
题，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胡民主一同
参加慰问。 （记者 曾国栋）

在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积极作为
周国利到邵阳市创业商会看望慰问统战对象

本报讯 8月7日，市直机
关工委制定并印发了《邵阳市直
机关党员使用微信“十严禁”》，
要求市直机关党员进一步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自觉维护队伍形
象，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邵阳市直机关党员使用
微信“十严禁”》明确严禁十种
使用微信行为：严禁在微信中
发表或转发违背四项基本原
则、歪曲党的政策及其他有严
重政治问题的文字、图片、视频
等；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
集中统一的文字、图片、视频
等；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歪曲党史军
史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严禁
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挑拨民族

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
歧视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严
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网”，
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拉
帮结派、拉票贿选等；严禁利用
微信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
券；严禁在微信中泄露或扩散
尚未公开的干部任免、案件调
查、违纪处理等事项及其他应
当保密的内容；严禁在微信中
制造或传播谣言及未经证实的
信息；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
发涉及邪教、恐怖暴力、封建迷
信等内容，以及谈论低级庸俗、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话题；严
禁利用微信从事其他违规违纪
违法事项。

对违反“十严禁”的党员，
将依照相关党纪法规严肃处
理。 （周树国）

市直机关工委制定

机关党员使用微信“十严禁”

阳光下，市区

紫薇公园紫薇怒

放，花团锦簇，让人

感觉浪漫而宁静。

不少游客在朵朵盛

开的紫薇前时而低

头闻花香，时而驻

足拍照留念。

记者 罗哲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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