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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新 媒 体 矩 阵

欢 迎 您 ！

本报讯 田间一片新绿，清溪潺潺
流过，炊烟袅袅升起，村民闲话村头……
4月3日，走进邵阳县蔡桥乡福林村，映
入眼帘的是“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丽田园。

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土地曾是伤痕
累累的废弃煤矿山。“昔日荒凉地，如今
绽新颜。”福林村党支部书记吕会龙介绍
说，上世纪90年代，福林村是全县重点
产煤村，鼎盛时期村里有规模煤矿7家，
从事挖煤工作的村民有300多人。

2013年，邵阳县将境内煤矿全部关
闭。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该县没有一味追
求 GDP，而是围绕“绿色发展”综合施
策，大打“生态”牌，通过低成本、可复制、

可持续的治理模式，聚力推动生态农业、
示范乡镇、美丽乡村、风景长廊、绿色通
道、森林康养基地等一系列生态项目工
程建设，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积蓄能量。福
林村抢抓先机，盘活流转荒废煤山近
2000亩，发动村民种植红豆杉、银杏、石
楠等苗木和脐橙、柑橘、黄桃等果树。如
今，该村70%的煤窑山地已成为郁郁葱
葱的“花果山”，年创产值900余万元。

守住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邵阳
县近年来签订的多个重大招商项目，八成
属于生态康养产业。中诚大通集团投入8
亿元在新城东区建设集科研、加工、交易、
博览、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的邵阳国家
油茶产业示范园；吉林东湖环球旅游集团

投资20亿元，打造河伯岭康养基地与通用
航空综合体；弄子三农公司总投资18.9亿
元，在弄子村发展运动休闲度假、田园综合
体、漂流、水上乐园等项目……这些项目的
落地无不得益于该县良好的生态资源。

据了解，近年来，邵阳县依托资源优
势，成功打造全国特色小镇2个，建好生
态示范乡镇5个、“秀美村庄”77个、观光
生态农庄与农家生活体验园 110 个，推
出原生态民俗文化节目12个。如今，走
进邵阳县乡村，处处皆风景，白鹭岛休闲
垂钓、金江湖绿色骑行、弄子村花海漂流
……一年四季景不同，春夏秋冬看不尽，
田园风光醉游人。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刘 飞）

邵阳县绿色发展刷新乡村“颜值”

本报讯 4 月12 日，城步湘商产业
园的湖南青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
条青钱柳茶叶生产线投产。该公司计划
在5月底前完成“茶叶-饮料-白酒-保
健品-药品”系列产品链的打造，茶叶生
产线的投产，为全年产值超3亿元奠定
基础，同时让青钱柳成为百姓脱贫致富
的“摇钱树”。这是该县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个缩影。

为描绘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农
业农村新画卷，该县着力补齐农村短板，
加快农村水利、电网、公路、饮水等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启动实施25户以及100
人以上自然村通公路建设工程，今年将
完成组组通公路146公里，符合条件的自
然村100%实现组组通公路。新建白毛坪、

丹口、西岩、汀坪4个自来水厂，解决33
个村2.5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安
全饮水全覆盖。完成35个村“五小水利设
施”建设，加快水利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完成白毛坪乡7个村和西岩镇三水、杨家
山、山口高寨、凤凰片区河道疏浚、河堤
恢复，维修山塘、水库18座，确保安全度
汛。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在两年内完成农
村厕所改造，切实改善农村卫生条件。

着力振兴农村产业。该县按照国家
生态功能区和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
求，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标
准化生产、全程化监管。实施“湘米工
程”，种植优质稻7万亩，加快建设具有
苗乡特色的现代农业；实施产业兴村强
县行动，加大奶牛、奶山羊、青钱柳、苗香
梨等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发展青钱柳、苗

香梨各1.5万亩以上；积极培育和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等新的规模经营
主体，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
营，提升农产品精加工水平，促进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逐步形成“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发展格局。

着力扶植乡村人才。该县出台优惠
政策，支持鼓励有德、有才、有威望、有影
响的优秀人才下乡创业和回家创业，支
持农民工、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创业。加强
对农村干部、农民的培训，着力培养造就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 （饶兴军 兰绍华）

城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4月10日，邵阳大道一建筑工地出
入口道路未硬化到位，市住建局对该建
筑工地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建
筑工地对工程车辆出入口进行硬化，并
设置冲洗设备，确保工程车辆出场100%
冲洗干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陈少红介绍，市城区现有在建工地
210处，点多面广，管理难度非常大。为进
一步改善我市城市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
提高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管理水平，市住建
局围绕“十六个不准”对住建部门的任务和
要求，成立了建筑工程施工扬尘专项治理
工作专门班子，对建筑工地进行地毯式排

查，加大监督监察力度，强化施工扬尘污染
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下狠心、出重拳，全
面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六个百分之百”
的要求，打响了一场扬尘治理攻坚战。

牢记责任，周密部署扬尘治理工作。
全市“蓝天保卫战”动员大会召开后，该局
立即召开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动员市
住建系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昂扬
的斗志推动建筑工地施工扬尘防治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下转二版)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住建篇章
——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陈少红

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范志超 曾拓锦

本报讯 4 月 14 日，邵阳
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在邵阳经
开区奠基。

邵阳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占地 155 亩，总投资 12.6
亿元，是我市“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活动的又一重大成果。

邵阳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
将依托“乙烯废碱液综合循环
利用”这一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生产开发石化行业专用环保装
备，打造智能型成套环保装备
制造产业园，同时发展污水处
理和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制造，
推动园内企业形成环保装备企
业联盟，共同发展，最终达成联
盟效益。

项目建设用期 3 年，分三
期实施。其中项目一期工程将
建设环保设备制造生产基地，
形成环保设备制造产业园，以
成套设备订单吸引装备制造企
业入驻，建设服务园区企业的
探伤检测服务中心。预计每年
创 造 税 收 1200
万元。目前，该产
业园已吸引3家

装备制造企业入驻。
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将

形成环保设备生产基地、研究
成果转化基地、技术推广和服
务基地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综
合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预计
每年实现产值8亿至20亿元，
实现利税5500万元，可就地安
置1500人就业。

邵阳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
表示，项目建成后，将对邵阳加
速智能装备制造业发展，助力
企业环保治理，加快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辐射带动效应。

据了解，该项目投资单位
——珠海横琴恒生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
家利用自有专利技术从事石化
废碱液处理，回收资源循环再
利用的环保科技公司。该公司

“乙烯废碱液综合循环利用”技
术基本能做到废碱液零排放，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刘波 陈杰雄 朱莹婷 李侦）

邵阳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奠基

本报讯 一个宽广的素质
教育平台、一次难得的校外锻炼
机遇，一场展现自信、放飞梦想
的朗诵角逐……4月15日，邵阳
日报社“寻找2018年度小记协
形象大使”暨小记协第一届青少
年朗诵大赛正式启动。有意者于
4月24日前在云邵阳客户端登
录报名，就有机会获得一等奖
5000元助学奖励，并成为本年
度小记协形象大使。

此次朗诵比赛参赛对象为
全市各学校青少年群体，年龄
在5周岁至15周岁，下载并登

录“云邵阳”客户端，点击“朗诵
大赛”登记备案即可报名。此次
朗诵比赛赛期为 2 个月，分海
选、半决赛、决赛三个阶段，大
赛组委会将进行专业公正评
审。海选产生50名选手进入半
决赛，然后产生15名选手进入
决赛。半决赛与决赛将结合网
络投票与现场评分进行综合评
审，选手将接受赛前专业培训。

进入决赛的15名选手，将
角逐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9名。

（贺旭艳）

重奖寻“大使” 诵出少年情
邵阳市小记协首届朗诵大赛启动

大祥区板桥乡

充分利用“基地”平

台和当地山水资

源，开发打造集旅

游、休闲、食住于一

体的、具有本土特

色的“精品体验”农

庄式“合作社”、基

地。图为4月14日，

市民在该乡蔬菜瓜

果基地采摘草莓。

记 者 申兴刚

通讯员 杨 剑

摄影报道

“蓝天保卫战”是党中央部署必须打
赢的三大战役之一。对一个城市而言，这
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
事抓好。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通盘谋
划，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
重大决策部署，相继出台了《邵阳市蓝天
保卫战实施方案》《邵阳市蓝天保卫战问
责办法》《邵阳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十六
个不准”》等一系列办法和规章制度，强
势推动全市大气环境治理持续发力。打
赢“蓝天保卫战”并非朝夕之举，是一场
持久战，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即日
起本报推出打赢“蓝天保卫战”系列访
谈，集中报道我市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的
部署、措施、成效和经验，展现我市积极
推进“蓝天保卫战”的新作为，为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编 者 按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

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 (详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