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综合3２０11年11月17日 星期四

株洲市超额完成
《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尹姮）2012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启动以来，株
洲市迅速行动，采取各项措施强力推进。 至11
月15日，已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并超
额完成《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株洲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展顺利，得益
于“四个到位”。 一是领导到位。 市委书记陈君
文为发行工作专门致信各级党委负责人，要求
把党报党刊发行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担当，
作为促进发展的实事来落实。二是宣传发动到
位。 全市层层动员，各路发行人员纷纷上门做
工作，并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
体进行宣传，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政策迅速传
达到位，为发行工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三
是责任落实到位。该市按“横向分块负责、纵向
分工督导”的原则，明确职责，上下联动。 四是
经费保障到位。 各地各部门采取“集订分送”、
“私订公助”、“党费订阅”、“文化扶贫”等形式，
多渠道筹措经费，组织征订，使党报党刊发行
任务圆满完成。

【讲述】隆回县麻塘山乡烟竹
坪村青年农民 舒利

【整理 】本报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罗佳成 贺上升 贺海飞

11月14日 ，早上一起床 ，我像
平时一样打开笔记本电脑，就收到
了广西药材市场客户的“订单”。中
午，我就按照订单把20多吨干金银
花发往广西。现在，手机、电脑这两
个东西， 可是我的两个大宝贝，离
不开了。

我读中专学的是果林专业。金

银花 、白术 、杜仲等都
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大
多数人家靠种植这些
药材吃饭。 我从中专毕
业后就做药材销售。

刚开始做生意的
时候 ， 我们村交通不
便 ，没有网络 ，不通手
机， 电话也没有几部。
老百姓不知道外面的
世界，外面的人也不知
道村里有这么好的药
材。 农户种好了药材，
就坐在家里等人来收，
药材根本卖不起价。

2007年 ，金银花收
购价一路下跌，烂便宜没有人来收
购。 农户的金银花卖不出，堆在地
里发霉发烂，一个个急得跳 ，我也
是团团转。 抱着一线希望，我上网
向十多家药材网站 “求救”———把
产品照片发在网上 ， 发布供货信
息，又给广西、广东、浙江等地的制
药厂、茶厂打电话，联系销路。当时
村里不通网络 ， 要上网只能到镇
上，我前后忙活了个把月，总算是
搞妥帖了：90%的堆积金银花都卖
了出去， 解决了农户燃眉之急，而

且从此与上百家大小公司签
订了购销合同，销售量达1000
余吨。 这件事让我尝到了网络
的甜头。

我记得 2008年 ， 政府搞
“村村通”，手机基站建到了山
里面，村里也能打手机了！ 接
着互联网也进了村。乡亲们纷纷用
起了手机。 要跟哪个农户联系，以
前要走半天，现在一个电话就搞定
了。

2009年 ，我成立了隆回县鸿
利金银花开发专业合作社 ，还把
合作社搬到了网上 ，设立了专门
的网站 ，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通
过网络找到我们这里了 。 现在 ，
通过网络 ，我们和广东 、广西 、浙
江 、江苏等地的大型医药生产企
业 ， 还有全国各地的药材市场 ，
都建立了长期的 “联姻 ”供销关
系 ，金银花卖到了全国各地 。 今
年10月 ，我们还和广东邓老凉茶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了 1000万 元 金 银
花购销合同 。

这两年，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
大，扩大到了周边的乡镇，跟我们
签订合同的农户有几千户。我们不
但通过网络找销路，还上网收集致

富信息，带动村民改良品种 ，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 。通过品种改良，金
银花的价格和产量都翻了几番，到
处抢着要。 村里彭兵嫁接培育了2
亩多良种金银花苗木，今年苗木收
入达10多万元。今年我们村的金银
花卖到了15元钱一公斤，前两年最
高价卖到了三四十元钱一公斤。村
里的老百姓现在是坐在家里数钱，
一个个乐开了花， 都说鼠标一动，
财源滚滚。

【链接】
近年来，我省加快“数字湖南”

建设，连续几年将农村通信和网络
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 。 2007
年—2010年，我省新增5000多个自
然村通电话，6000多个行政村实现
互联网宽带上网。农村通信扶贫工
程的建设，使广大农民告别了信息
闭塞的历史，走上依靠信息致富的
康庄大道。

———听百姓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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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11月16日电 （记者 刘勇）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简
称高交会）今天在深圳开幕。我省15家电力
装备企业集体亮相，重点展示风电、水电、
输变电装备等领域内的高新技术成果。

本届高交会以“促进国际创新合作，加
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 我省以湘电风能
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公司和零陵恒
远发电设备公司为代表的 “电力装备湘
军”，展示直驱型风力发电机整机、特高压
解体式变压器及电抗器、 轴伸贯流式水轮
发电机组等15类国内外领先的技术成果和
产品，寻求合作伙伴，着力开拓国际市场。

位于深圳会展中心9号展馆的湖南展
厅上方，写着“湖南高新产业走向世界 ”，
道出了湖南高新科技产业的信心和目标。
以蓝白相间为基本色调的展厅内，15家电
力装备湘企用视频播放、图片展示 、模型
模拟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中外客商展示
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电力装备产业发
展迅速，电力装备产品在国内占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并已出口到美国、俄罗斯、越南
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我省电力装
备行业出口总额达9300万美元，增幅超过
110%。

“电力装备湘军”亮相高交会
展示风电、水电、输变电装备高新科技成果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周虹）在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马代夫研究员、 长沙综合试验站站长
张超凡博士的见证下， 位于汨罗市长乐镇
佑圣村的甘薯一季薯干产量超吨技术研发
集成示范取得成功。 据汨罗市农业局测产
结果表明， 位于该县佑圣村的80亩甘薯示
范基地平均亩产达到4000公斤， 个别田块
过5000公斤， 而泰峰红薯专业社社员黄桂
元种植的红薯1蔸重达30公斤，并意外地领
到了马代夫研究员颁发的200元奖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意识的提
高，甘薯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增加农民
收入的作用日益显现。 目前，我省甘薯种
植面积达到400多万亩， 是第三大粮食作
物。 但是，甘薯加工专用型品种缺乏和推

广不力制约着我省红薯产业发展。 3年来，
国家甘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长沙综合试
验站选育、示范、推广了多个加工专用型
新品种，并与汨罗、涟源、宁乡、慈利、桃源
等红薯大县建立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示范
基地，每年建立一个万亩高产优质红薯连
片示范区，示范区平均单产比当地平均产
量提高20%以上。

据马代夫研究员介绍， 此次在汨罗示
范的“徐薯22”， 是一个优良的高淀粉型新
品种， 湖南已累计种植百万亩。 其结薯率
90％，高产；薯块萌芽性好，每亩所需种薯只
要15公斤左右； 出淀粉率高， 薯干率达到
24%。 黄桂元告诉记者，家里种植了40多亩
“徐薯22”，平均亩产3000多公斤，有5亩亩
产超过5000公斤，今年纯收入7万多元。

薯干亩产超吨技术研发集成示范获成功

汨罗示范基地亩均产鲜薯4000公斤

本 报 11月 16日 讯 （记 者 肖 建 生
通 讯员 徐林 ） 由省统计局牵头承担的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研究 》
系列课题10日通过由国防科技大学 、 省
社科院、 中南大学 、 湖南大学 、 湖南农
业大学、 省委宣传部以及省机械行管办
等有关单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的鉴定 。
专家认为， 该研究成果在全国具有开创
性和前沿性 ，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一系

列文件精神，探索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统
计体系，为省委、省政府适时调整、完善扶
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省统计局 、省发改
委成立《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
研究》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统计体系”的研究工作。 一年来，两个
部门精心组织，初步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基本涵义与特征，建立了湖南战略性
新兴产业统计体系及相应的分类目录和
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统计方法，试
算了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统计数据，
并获得了初步的统计数据。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研究》
课题通过专家鉴定

一个鼠标“点”来财富

舒利 （左） 在网上为广西的客户发货。 通
过网络， 烟竹坪村的金银花卖到了全国各地。

贺上升 摄

11月16日， 南华大学学生在放飞气球与和平鸽， 迎接第66届国际大学生节的到来， 倡
导当代大学生牢记责任， 为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的和平作贡献。 曹正平 罗金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