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亚平

近日，凤凰卫视记者沈爽、王
毅在拍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时， 一再称赞SEE对江豚保护的
鼎力支持。

SEE， 本意是“看见”、“有远
见”； 但对于中国一个特殊群体来
说，却是Society、Entrepreneurs、
Ecology（社会+企业家+生态）
的缩写，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的简称。2004年，100位中国知
名企业家出资创建了这个公益
环保机构，其宗旨是以阿拉善地
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
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
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
社会责任。 近年来，SEE致力培
育有理想、有作为的民间组织与
可持续发展行业，已资助了36个
环保项目。

“有行动，就有支持！”这是
SEE的口号。去年11月10日，我代
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应邀参加
SEE“创绿家项目”初选。在武汉，
我向SEE项目官员郭霞、桂国栋及
其华东资助顾问张宁， 一口气报
告了长江江豚保护之紧迫、重要、
艰巨，他们很快对江豚动了感情。

12月8日晚，我再次应邀赶到
SEE领导力工作坊学习。 当晚与
SEE章程委员会主席任志强短暂
交流， 即获得其认同：“保护江豚
就是保护长江！”

第三天终评， 原本一问一答
的方式，成了我的“江豚危情”报
告会。 我争分夺秒介绍了协会的
护豚宣传战、攻坚战和持久战。评
委们集体陷入了对长江的忧思。

12月下旬，“创绿家项目”组
官员张静雅致电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表示先汇入第一批资助
款10万元。 自此，SEE寻找一切
机会支持协会工作。 今年6月，
WWF长沙项目办推荐协会参评

“第五届SEE/TNC生态奖”。很
快，我们“中奖”了。随后，SEE项
目官员王亦庆等给协会“作媒”，
协会又被列入了“腾讯微爱”项
目，最终获得资助。我前后几次
进京，来回往返的交通、住宿费，
SEE全报销。今年8月初，SEE第
二批项目款到位。

好戏连台。9月21日，在“创绿
家”力挺下，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在民政部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上, 刮起了“江豚
风”。 期间，SEE秘书长刘小钢每
天都会来拍照、指导；还拉我专门
给会长冯仑宣讲江豚保护。 刘小
钢郑重表示：“一定来洞庭湖看江
豚，与大家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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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建设“湘东粮仓”攸县

◎责任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邵阳市 晴转多云 12℃～25℃
湘潭市 晴 11℃～26℃

张家界 晴转多云 11℃～25℃
吉首市 晴 10℃～26℃
岳阳市 晴 14℃～24℃

常德市 晴 12℃～25℃
益阳市 晴 13℃～25℃

怀化市 晴 10℃～25℃
娄底市 晴 13℃～26℃

衡阳市 晴 13℃～25℃
郴州市 多云 13℃～25℃

株洲市 晴 14℃～25℃
永州市 多云转晴 13℃～2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天
南风 ２ 级 16℃～25℃

２０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4

情暖江豚
本报10月23日讯（郭畅达 李文峰

刘旭其 刘肯堂）20余支施工队伍在维
修灌溉渠道和骨干山塘，8台挖土机和
18台运输车干得正欢……这是近日记
者在攸县菜花坪镇看到的情景。该镇正
在菜垅村等10个粮食主产村，集中连片
建设1.4万亩高标准农田。近期，在抓紧
维修48公里长的农田灌溉渠道和78口
骨干山塘。

正在施工现场督查的攸县农业综

合开发办主任胡金春介绍，从今年起到
2020年，攸县将投入3.26亿元，在县域
中部与南部粮食生产优势突出的皇图
岭等12个乡镇110个村，集中连片、整体
推进，建设22万亩高标准农田，把攸县
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湘东粮仓”。

攸县是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规划中800个产粮大县之一，也
是我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首批高标准
农田示范工程县之一。2010年迄今，已

累计投入4600多万元，在新市等4个乡
镇28个粮食主产村， 建成了3个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今年，虽遭大旱，但示
范区早稻平均亩产仍达502公斤。 为进
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
灾能力， 该县针对示范区农田基础脆
弱、高位田较多、中低产田面积大等问
题，从现在起，将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目
标，以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运用农业
系统工程原理，实施水、农、林、机、科等

综合工程，建设“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土肥沃、机
可耕、产量高、便管理”的高标准农田。

据测算，攸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
建成投产后，一年可增产粮食2162万公
斤、棉花38.3万公斤、油料865万公斤，
新增种植业总产值1.3亿元、 农民纯收
入4290万元， 同时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3.5万亩，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有
机统一。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毅 ） 最近两天，以

“东江湖水美、清江柑橘甜”为主题的
东江湖（清江）柑橘品鉴活动，在资兴
市清江乡青草村举行， 吸引重庆苏氏
果业、 湖南阿香果业等公司下大单订
购。 目前， 资兴市柑橘种植面积已达
10万余亩， 每年可为库区移民增收
2000多万元。

为建设东江水电站， 上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东江水库库区移民6万
人。为解决移民生产生活问题，资兴市
帮他们大力发展以柑橘为主的水果产

业，种植面积年年攀升。特别是近几年，
该市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科技服务、品
种改良和果园管理等，促进柑橘产业提
质升级、移民增收致富。他们免费赠送
80多万株大苗给果农， 帮助其完成柑
橘品种改良1.3万亩。 资兴市还通过与
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湖南农大等科
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在东江库区橘园
开展测土配方实验，制定了柑橘专用肥
料配方，提升了柑橘产量和品质。去年
来，又开展标准橘园创建活动，建了30
多个橘园示范基地，推广标准化生产技
术，使每亩产量提高了近20%。

精心培育“洞庭良田”君山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朱蒲洲 肖必清）今天，岳阳市君山区
良心堡镇积福村村民钟曙光的19亩晚稻
全部收割完毕。坐在屋前的晒谷坪里，他
一脸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由于水流不
畅，水稻田只能种一季，且收成很差。在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中， 我家的稻田
得到整治，今年全部种了双季，算算要多
收8000多公斤谷呢。”

今秋，由于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
3年持续“给力”，君山区有4.5万农民像

钟曙光一样，获得了好收成。
近3年来， 君山区把环洞庭湖基本

农田建设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抓手和平台，成立了由区长牵头、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
小组。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规划布局，
突出项目建设重点， 对新增耕地多、增
产潜力大、群众积极性高的区域，优先
安排项目，同时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平
均分配资金的做法， 实行连片整治，规
模推进， 单项工程建设规模在3万亩左

右、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
为确保项目最大限度造福农民，君

山区在项目动工前广泛征求农民意见，
把群众意见、建议作为合理规划项目的
重要依据。同时，在项目区每村选出两
名以上德高望重的村民为义务质
量监督员。由于充分尊重民意，该
区“环湖”项目实施3年来，涉及29
个行政村，未发生一起阻工现象，
且项目实施中压毁青苗等， 农民
全部无偿自愿承担。

在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中，君山
区先后投入1.85亿元， 整治耕地近9万
亩。据测算，这些耕地经改造提质，可年
增粮棉油生产能力650万公斤， 还可节
省生产成本300多万元。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柠宇）近日，从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传来喜讯，“靖州杨梅”
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得正式
注册。这是靖州继“靖州茯苓”后获
得的第2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靖州杨梅已有上千年栽培
史，它以色泽呈乌、酸甜适度、果大
核小、品质优良、营养丰富而著称，
有“江南第一梅”之誉。目前全县共
有2万余农户种植杨梅5万余亩，每
年为当地梅农创收3.5亿元以上。

靖州杨梅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柑橘成东江库区移民“致富果”

近日，浏阳市张坊镇举办“群众大舞台、魅力新张坊”广场舞大赛。在经典
的舞曲中，居民用曼妙的舞姿“秀”出他们的幸福生活。 彭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