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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省林业厅 湖南日报社 主办

湖南省冷水江大丰生态产业集团，原是
一家煤矿企业，由于多年来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煤矿资源慢慢枯竭，企业面临资源生存
的危机和挑战。 为了寻求企业可持续发展之
路，集团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长段红福和总
经理段金祥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 “一转三化 ”的号召 ，大力推进产业规模
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企业华
丽转型。 公司成立了大丰生态农业集团。 经
过近年来的发展和壮大，目前集团成为拥有
大丰生态农业牲猪养殖开发基地、粮油种植
基地、特种养殖基地、金农牲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御丰集农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丰
农业培训学校、金汉乳业等综合性大型生态
产业集团。

养殖种殖 双管齐下

为适应国家新农村建设和养殖产业发展
形势的需要，针对牲猪养殖规模小，农民养殖
分散，技术力量薄弱，市场处于竞争力差的局
面，集团投资 3000 万元，建立了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高标准的栏舍 12 栋， 投资 8000
万元，购买了包括定位栏，产床，高架床，冷风
柜，饮水机设备等 500 余组。 并引进大约克、
美国杜洛克等种猪优良品种与地方野猪杂交

培育，购进了竹鼠、豪猪、贵妃鸡、野鸭、天鹅
等进行培育养殖。 以牲牧养殖发展为主项，以
品种开发、培育扩繁、示范推广、产业服务为
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绿色养殖园。

与此同时，集团以种植水稻、油茶林、油
菜为主发展种植业。 现已种植优质水稻面积
800 多亩、 油茶林面积 300 多亩、 油菜面积
800 多亩，综合种植面积 400 多亩，2010 年实
现优质水稻产量 104 万公斤， 产值 120 多万
元，油菜籽和油茶籽花 238 万公斤，产值 87
万多元，植物油加工 40 多吨，产值 326 万元。
公司坚持以点带面，采用“基地+合作社+农
户” 的产业模式， 与附近乡镇 20 多个村的
6128 户农户签订了油菜和油茶种植合同，吸
收农户加盟，由基地统一提供苗种，统一进
行免费技术指导， 统一按市场价格回收加
工，确保了农户收入，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
富，树立了公司形象，打造了公司产品品牌，
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竞争力。

多元经营 综合开发

随着养殖基地逐渐走向正轨，基地本着
大力发展农业多元化、 规模化经营的原则，
对基地的发展进行了长远规划，以生态产业
链的规模化发展，把基地做强做大。 2009 年
基地引起各类专业人才，开展水稻、油茶、大
棚蔬菜以及药材的种植，同年基地投资 120
万元，建立了植物油加工厂，进行植物油加
工，在提高了自产的油茶和油菜经济附加值
的基础上，创办了 “御金丰 ”系列大米 、“益
加益”、“金润红”纯菜油、茶油、花生油等一
系列产品品牌。 同时，还收购周边农户的油
菜籽和花生进行深加工，为周边农户带来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0 年 1 月，经过多方考
察和论证，基地以长期承包的形式，承包了
禾青镇社学里村 1030 亩成片土地， 禾青镇
里福村园艺场 300 余亩土地 。 并相继投入
200 多万元， 购买了大中型各类拖拉机、收

割机、 播种机等二十多台套的农业机械设
备，成立了农机服务队，利用农机设备的优
势，实行规模化与多元化种植。 为了更好的
提高农户素质， 基地在 2009 年就成立了农
业技术培训学校，通过不定期聘请湖南农业
大学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讲课与自
身技术员定期上课，来提高公司员工素质和
技术人员技能。 公司通过免费对加盟户、订
单农户的农民，以专题讲座、季节性培训的
方式，大幅度提升了周边乡镇农民的农业技
术水平。三年来累计培训人员 6200 人次，保
证了养殖种植产业的稳定，促进了地方经济
和谐发展；为“一转三化”企业华丽转型树立
了一面旗帜。

面向未来 再创辉煌

随着基地的发展和壮大，企业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不断提高，集团公司发展备受上级

领导和社会关注，特别是冷水江市委书记刘
小龙，曾多次召开会议，深入基层，调研、指
导工作，从实际出发把“一转三化”的战略思
想，真正落实到基层干部中、企业行动中，深
入民心，集团公司深有感触和启发。 基地今
天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绩，离不开领导的
肯定与支持。 2009 年被确定为娄底市农业
产业龙头企业 ，2010 年度确定为冷水江市
生态种植养殖示范地和娄底移民再就业基
地。 目前，集团公司强化基地建设，以集约
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为要求，始终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绿色产品开发，以精
细化的管理，标准化的建设，加快推进现代
化新型高效农业和养殖示范基地，逐步形成
养殖、屠宰、种植、深加工、制品生产一条龙
生产产业链。全面打造成为一个集产、供销、
农、工、贸易于一体的绿色生态产业航母。为
促进新农村的经济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 遇见了禾青镇党
委书记刘文革和冷水江乡镇企业办副主任
曹凌波在大丰生态产业基地现场指导工
作，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 排忧解
难。 科学决策深入人心， 绿水青山源于共
识！ 我们相信：一个华丽转型的新型现代化
工业城市正在崛起；蓝天白云，城乡面貌将
会焕然一新。

南岳：五岳独秀 秀在其林

自省委、省政府发布《绿色湖南建
设纲要》以来，衡阳以建设“绿色衡阳”
为总体要求， 以通道绿化和乡村绿化
为核心，统筹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唱
响了“绿色湖南”建设崭新篇章。

城乡绿化一体化
衡阳市地处衡邵干旱走廊，紫色页

岩分布较广，面积超过 185 万亩，造林
绿化的难度大。 特别是 2008 年重大雨
雪冰冻灾害使林业遭受严重的打击，森
林覆盖率剧降 13.3 个百分点， 生态建
设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异常艰巨。 为
此，衡阳市委、市政府将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全过程，先后实施
了“三边”造林、“十万乔木进雁城”、城
区通道绿化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今年
上半年 ， 该市高标准完成人工造林
30.85 万亩，占省下达计划 27.55 万亩的
112%；创办公路铁路沿线造林、紫色页
岩改造、油茶新造和速丰林造林等各类
大规模示范基地 40 余个， 示范面积达
3 万余亩；完成义务植树 945 万株，600
万余人次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适龄公
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 81.1%，为实现
衡阳绿色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道绿化效果好
为全面提高提升湖南林业知名

度，充分发挥林业在“两型社会”和“绿
色湖南”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展示衡阳
林业形象，衡阳市委、市政府将通道绿
化工作作为建设绿色衡阳的首要任务
精心打造， 全市共完成通道绿化总面

积 2.72 万亩， 涉及武广高铁、 京珠高
速、潭衡西高速、衡邵高速、衡大高速、
衡炎高速、南岳高速、322 国道、衡枣高
速公路连接线、省道 320、湘桂铁路等
10 余条主要交通干道； 特别是城区投
入资金 6600 万元，完成通道绿化 2542
亩，涉及林带长度 97.5 公里，对珠晖、
石鼓、 蒸湘和雁峰 4 个城区以及松木
和白沙 2 个工业园区非建成区范围内
东外环、西外环、衡大高速、衡枣高速、
315 省道 5 个路段沿线 30m 范围内的
全部山地开展造林绿化， 高标准栽植
了杆径在 6cm 以上的桉树、 杨树、樟
树、杜英、栾树等绿化大苗，并适当密
植， 对公路沿线缺蔸和生长不良的行
道树用胸径在 12cm 以上樟树或杜英
进行补植和更换；通过垦挖大穴、回填
客土、科学施肥和精心管护等措施，确

保苗木成活和快速生长。 与此同时，对
中心城区衡州大道、蒸湘南路、蒸阳南
路、 湘江西岸风光带、 湘江东岸风光
带、立新大道、西外环、白沙大道、衡大
高速连接线 9 个路段全面实施绿化提
质， 在各路段绿化带内和人行道边用
胸径 16cm-18cm 樟树移栽大苗进行
补栽、加密、更换，总株数为 10000 株，
起到了良好的绿化效果。

村庄绿化创意新
为加快衡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态环境，衡阳市
围绕建设山川秀美绿色衡阳的总体目
标，大力实施农村路边、屋边、水边造
林绿化，全面提升农村绿化美化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市委、市政府专题

下发了《衡阳市农村路边、屋边、水边
绿化实施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做
到四项原则，即：坚持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 分步实施的原则； 坚持生态优
先，兼顾景观效果的原则；坚持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 全民参与的原则。 通过路
边、屋边、水边等“三边”绿化工作，实
现“三边”乔、灌合理配置，针、阔合理
混交， 常绿、 落叶合理搭配的绿化格
局，推进全市“三边”绿化率明显提高，
确保农村村庄庭院绿化覆盖率在 25%
以上，绿地率在 20%以上 ，乡 、村总绿
化覆盖率 70%以上， 农村生态环境进
一步改善，村庄更加秀美，环境更加宜
居。 目前，雁峰区小塘社区和高新开发
区金山社区已被评为全省绿色社区 ，
南岳区樟桥村被评为全省绿色村庄。

祁阳：油茶产值超亿元

祁东县：
特色产业唱大戏 林下经济富万家

打造绿色生态产业航母
———娄底市冷水江大丰生态产业集团发展纪实

城乡一体绿 衡阳更秀美
文/彭期华 唐新华 王楚植

多年来，南岳区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特色精品旅游
区”这一发展战略，以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区）”为目标，组织实
施城景乡绿经一体化建设，积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着力打造
“生态南岳”、“绿色南岳”。 近五年，该区累计完成义务植树 59.5 万
株， 建立了 “发改林”、“长寿林”、“雷锋林”、“同学林”、“三八纪念
林”、“领导干部义务植树示范点”等基地，完成退耕还林工程造林
3.62 万亩，城区绿地总面积 217.2 公顷，全区林业用地面积约 1.45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7.68%，中心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1%，活
立木蓄积量达 98.3 万立方米，有古树名木 4816 株，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16 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6 种，自然次林森林群落 7 处
173 公顷，是湖南省重点林业县（区），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绿化百
佳县（市）区”、“全省造林绿化工作先进县（区）”、“全国森林防火工
作先进单位”、“湖南省资源林政管理先进集体”、“湖南省生态文明
教育示范基地”等称号。 （彭期华 李孟翔 雷芙蓉）

享誉中国油茶之乡和国家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的湖南祁阳
县，近年来，年均新增油茶林 1.5 万亩，抚育改造 3 万亩，年产茶油
2500 吨，产值超亿元，现有油茶林面积近 50 万亩。 该县自 2004 年
以来，累计完成油茶低产林改造 20 万余亩，新发展湘林系列新品
种近 6 万亩，推广梯土整地、深施基肥、良种壮苗、ABT 生根粉处
理、林地间作和地膜保湿等技术；实施油茶更新改造 3.5 万亩，兴
建油茶种苗繁育基地 130 亩，年供良种油茶苗木 250 万株；培育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个，省级龙头企业 2 个，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元。 （蒋林奇 祁 华）

祁东县林下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有林禽、林畜、林菜、林药、林
菌等，其中林禽经营面积 7.2 万亩，林畜 2.8 万亩，林菜 0.4 万亩，
林药 0.3 万亩,林草、林粮、林茶、林苗、林菌等经营面积 0.5 万亩。
生态野猪、市场价最高 880 元/只的名贵鸡、牧草山羊是当地极具
特色的林下经济样板。 何家生态野猪繁养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
地+农户+农家乐”的经营管理模式，以“林下植物为主食料、野猪
粪便促进林木生产”为增效理念，以高产、优质、环保为方向，精心
打造“何家品牌”。 该公司以养殖基地为示范，有效地带动周边群
众发展林下养殖，共带动农户 35 家，林下放养野猪 800 多头。蒋家
桥镇刘旭在砖塘、太和堂等镇租赁成林地 7000 亩，用含硒的特色
抗癌中草药养殖名贵鸡“芙蓉凰”4 万只/茬，每只市场价 380-880
元，鸡蛋 10 元/个，年产值 5000 多万元。金桥镇芳草园生态农林综
合开发公司利用林间种植的牧草发展山羊养殖， 在 600 亩林地内
放养优质品种波尔山羊 800 头、野鸡 5000 只，祁黄鸡 1 万只，每年
产值达 500 多万元；带动周边群众林下养殖山羊 2000 余头，土鸡
3 万余只，增加农民收入 600 多万元。 （彭期华 刘文平 唐益军）

蔡伦竹海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迎国检动员大会

毛辉 康华佗 宋议东

关注深度 速递消息

推介绿色

2005 年，因对安化黑茶的特殊感情，他放下
经营多年的金矿、地产产业，专注于安化黑茶，一
举收购陈年老茶 200 多吨。

2008 年，他于安化县梅城镇设立安化芙蓉山
黑茶厂；于金星大道置地 60 亩、望城光明村置地
80 亩、安化县境内最高峰芙蓉山置地 5000 亩作为
黑茶原料基地；移栽 1680 棵千年古茶树，创办香
木海黑茶产业园。

2011 年， 他开设香木海安化黑茶茶博馆，成
立安化黑茶文化交流中心， 全面展示唐宋以来黑
茶的历史和传统工艺， 为安化黑茶的文化传播和
品牌推广不遗余力。

……
他，就是香木海的创始人谭伟中，安化黑茶的

古艺传承者。
安化黑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

元 816 年唐代杨烨 《膳夫经平路》中
提到：“渠江薄片， 益阳团茶运销湖
北 、江陵 、襄阳一带 ，其均为安化黑
茶。 ”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
璋钦点芙蓉山“芽茶”22 斤，称“四保
贡茶”。 如今，安化黑茶已被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化黑茶如此渊远与深厚的文
化并不是人人都能静下心来潜心研
究的。谭伟中偏偏是其中一个。生于
制茶世家的谭伟中， 自小饱受黑茶
文化熏陶， 喜欢和世界各地茶道中
人交流茶艺， 研究安化历史及制茶
工艺。 为了掌握安化黑茶唐代以前
几乎失传的传统工艺， 他查阅了大
量古籍和安化县志， 循蚩尤后人足
迹访遍南方诸省； 为了掌握微生物

的技术，虚心向国内专家教授请教，并远赴韩国、
日本，与外国茶叶专家交流探讨。 他还师从一诚
长老研习禅道 ，自号养平居士 ，对禅茶一味领悟
颇深。

经过对大量古籍的研读和多方学习交流，谭
伟中不但成功掌握了唐代渠江薄片的制作工艺，
同时， 在微生物和发酵工艺领域亦形成科学系统
的独特见解， 并申请黑茶传统制作工艺及黑茶加
工设备的发明专利 32 项。

当本刊记者问道香木海如何赢利时， 谭伟中
笑笑说：“我们致力于黑茶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不
谈钱，这会变味的。 ”

纯料、古艺、品藏。 这就是谭伟中赋予香木海
的特色。

谭伟中，安化黑茶的古艺传承者
本刊记者 汤电云 周 佳

谭伟中（养平居士）与师傅一诚长老

岳阳：向“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冲刺
9 月，将是创“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至关重要一月，全国绿化委

员会将在此月全面核查验收已通过省检的城市。 8 月 3 日，已于 6
月顺利通过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省级检查验收的岳阳， 召开创建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迎国检动员大会， 部署动员全市绿化创模迎国检
工作，准备摘取“五创”第一块“金字招牌”。

该市城市六区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绿化创模办主任，中
心城区街道办事处主任，市直各单位、中央、省驻岳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市领导盛荣华、李志坚、徐新启、包忠清、宋爱华、肖
建华等出席。

岳阳市市长盛荣华提出，岳阳绿化创模工作有成效、有氛围、
有希望，各单位部门要充满信心迎“国检”；要确保各项指标完全达
标，自我加压迎国检，确保资料准备万无一失，市民知晓支持；强化
领导迎国检；严肃纪律迎国检，严格督查，严格奖惩，赏罚分明。

岳阳自 2010 年起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目前已在中心城区
栽植绿化大苗 46 万余株、花灌木 300 余万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40.88%、绿地率达 38.5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2.44 平方米。
仅今年，该市完成重点绿化工程 93.3 平方米，新增绿地达 164 万
平方米；完成城区 5 条进城公路的绿化提质改造，城郊巩固和新建
了 68 个生态村庄，25 个乡镇和 237 个村庄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
到 34.12%和
41.13%。

据 了
解 ，“全国绿
化 模 范 城
市 ” 是代表
一个城市绿
化成就的最
高 荣 誉 ， 是
一个城市生
态环境优良
的 重 要 标
志。

（谢庆国）

5000 亩古茶园
1428 米芙蓉山（安化县境内最高峰）

280 吨三十年以上陈年黑茶
32 项黑茶工艺及设备发明专利

数字或许不足以说明一切

茶圣陆羽云“上者生烂石”
茶树生长于遍布烂石（冰碛岩）的芙蓉山脉

《陆羽茶经》或许不是唯一真理

深谙唐宋制茶古艺
熟研植物学 \ 土壤学 \ 微生物学

精通发酵技术和金花工艺

工艺或许不足以化腐朽为神奇

金花降脂 \ 降压 \ 利肠 \ 促消化
减肥 \ 抗癌 \ 预防糖尿病

清热解毒 \ 延年益寿 \ 养颜美容

功效或许不是您唯一的选择

茶气劲 \ 醇厚悠长 \ 芳香异常
顺滑 \ 饱满甘醇 \ 经久耐泡

口感或许不是衡量好茶的标准
……

茗海存诚
请您喝上一泡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