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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小雨转阴天
明天 多云
北风 2级 4℃～7℃
张家界 阴转多云 4℃～10℃

吉首市 小雨转多云 4℃～9℃
岳阳市 多云 5℃～9℃
常德市 阴转多云 4℃～9℃
益阳市 多云 5℃～9℃

怀化市 小雨转阴 4℃～8℃
娄底市 阵雨转多云 4℃～8℃
邵阳市 小雨转多云 4℃～7℃
湘潭市 小雨转多云 4℃～8℃

株洲市 小雨转多云 7℃～9℃
永州市 小雨 7℃～9℃
衡阳市 小雨转阴 6℃～9℃
郴州市 小雨 6℃～8℃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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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白培生

隆冬季节，郴州临武。
蒙蒙山雾中， 一群群鸭子“嘎嘎

嘎”地在山塘、水库中欢快嬉戏。在山
峦叠翠、水碧林郁的自然环境下，如此
群鸭起舞、万鸭齐鸣的壮观场面，着实
令人心旷神怡。

经过16年发展， 临武鸭已从一个
地方特色品种， 做成了一个近10亿元
的产业， 直接解决就业5000多人，每
年为国家贡献税收3000多万元，在当
地形成了以临武鸭为中心的优势产业
集群。

回顾临武鸭产业的发展之路，临
武县委、县政府负责人感慨地说，临武
县充分利用农业综合开发惠民政策，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大力扶持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 走出了一条具有临武特
色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一）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负责人认为，

选准项目、重点投入，是通过农业综合
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前提。

以该县农业重点支柱产业临武鸭
产业为例。临武鸭位列中国八大名鸭之
一。早在1997年，县委、县政府便作出了
临武鸭产业化的决定，引进深圳一家企
业着手临武鸭的提纯复壮、 养殖加工。
但运作仅1年时间， 投资方便因企业经
营不善撤资。县委、县政府没有气馁，实
行资产重组，重新成立了舜华鸭业公司

继续担当临武鸭产业化的重任。
企业成立之初，严重资不抵债。困

难时刻，临武鸭产业获得了县财政担保
的农业开发180万元低息贷款扶持资
金。凭着这笔“救命”资金，企业请名师
设计了公司品牌形象，研发了适销对路
的卤鸭、香辣鸭产品，开拓了郴州、长沙
市场，让临武鸭产业起死回生。此后6年
中，农业开发分3次支持企业低息贷款
2231万元，解决了企业初创期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帮助企业建立了祖代鸭
场、养殖农场、临武鸭深加工厂。

此外，为解决企业税负过重问题，
国家农业开发办多次立项支持临武鸭
产业发展， 近16年提供无偿资金共计
1628万元。 这笔无偿资金主要用于临
武鸭的家庭农场建设， 每个养殖农场
均获得了3至10万元不等的资金帮扶，
从而促进了临武鸭产业的良性发展。

6年来，临武县共投入农业综合开
发产业化项目资金7161.67万元，实施
了13个农业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
目，重点扶持了以临武鸭、舜溪香芋、
鸿源果业、大冲辣椒为主的农业产业，
带动了4.1万名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
发展。

（二）
精细管理、做好服务，是搞好农业

产业化发展的保障。
据县农业综合开发办负责人介

绍， 为确保农业开发项目资金运作规
范， 每个项目政策都在报纸或网上公

开发布，实现企业平等竞争项目。同时，
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既有事前的仔
细评审，也有事中的全程监督，还有事
后的严格验收，确保扶持一家、成功一
家。 而农业开发扶持项目也非一成不
变， 而是根据农业的发展状况和扶持
企业的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扶持政策，
以使资金的使用效益高、项目可持续。

2006年， 国家农业开发办工作人
员调研时， 发现农业产业化企业普遍
遇到的问题是资本金不足， 做大做强
产业非常困难。对此，农业开发办及时
调整扶持政策， 出台了支持农业产业
化企业投资参股项目政策。 舜华鸭业
经过3年的股权改造，达到投资参股项
目要求后， 获得了农业开发1500万元
的入股资金。 舜华鸭业趁机建立了现
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注册资本金由883
万元增加到了2700万元， 彻底解决了
企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银行融资难
问题也随之改善， 企业由此步入发展
的快车道。

全国人大代表、 舜华鸭业公司总
经理胡建文给记者算了笔账： 企业新
获银行贷款5000万元，利用这笔银行
贷款，企业增加孵化场2个、养殖农场
123个，新建现代化加工厂2座，并开拓
了舜华湘品堂商贸板块， 整个临武鸭
产业链产值由2亿元增加到了8
亿元。 而国家入股舜华鸭业6
年，已累计分红1200万元，使得
农业开发入股资金在帮助临武
鸭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也获

得了高收益的资金回报。

（三）
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契机，临武县对

农业产业经营模式进行创新和探索，成
功地创建了多种符合当地实际需要和
产业特点的农业产业经营模式，带领农
民致富，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以畜禽养殖加工业、 蔬菜种植加
工业和优质水果种植加工业3个重点
扶持的产业群为依托， 该县目前已建
成了各类规模种养基地289个， 面积
28.6万亩，发展种养专业村63个，种养
专业户6148户，形成了一带多点，多点
连面的产业布局。 如以小徐瓜瓜食品
公司为主导， 在大冲乡等贫困地区建
立辣椒生产基地24个， 直接签约农户
8000多户；以“沙田牛巴”加工为主
导，发展养殖基地6个，带动200余户
农民养殖优质黄牛； 以林富茶油等企
业为主导，建立油茶种植基地26个，发
展油茶种植6.5万亩。

同时，该县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
打造现代农业发展的“物流平台”，与
全国21个省市150多家大客户3000多
个营销网点建立了稳定的供销体系，
其中仅在外开设的临武鸭品牌专卖店
便达150个。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12月28日，宁远县水市镇水市
村种粮大户唐义成高兴地对记者
说：“今天，我的1000亩晚稻开镰收
割。”

“过了冬至才开镰收割？”记者
带着疑问与唐义成来到田间。只见
连片稻田里，10台收割机来回穿
梭。田边，一排汽车等着运粮。广西
省贺县放心粮加工厂厂长陈志辉
告诉记者：“我们等在田边收粮、过
磅、付款。”细问之下，陈志辉给出
的粮价是每50公斤135元， 他还付
给当地民工每吨20元的搬运费。

记者不解地问 ：“不用晒谷
了？” 陈志辉肯定地回答：“现在收
的晚稻，水分早在田间风干。我们
每袋都测水分，均在13.9%在14.1%
之间，可以直接加工。”

2013年，晚稻收割时农机紧张。
唐义成还有600亩晚稻没开镰，遇上

1个多月连续阴雨。唐义成急得天天
盼出太阳，生怕600亩晚稻在田间倒
伏。然而，他惊喜地发现，他种的“深
优9586”不倒禾、不脱谷。经过长时
间自然风干，等到天晴收割时，稻谷
水分在14%左右，符合进仓标准。35
万多公斤晚稻以每50公斤130元的
价格即收即卖给江华一家大米加工
厂。节省了从田间到仓储的搬运费、
晒谷的人工费等， 每亩节约开支90
元，仅此一项节支5万余元。

2014年， 唐义成“依样画葫
芦”， 冬至后才收割晚稻， 获得成
功。他把这总结为“禾上晒谷、延后
收割”。

今年，“禾上晒谷、 延后收割”
在当地推广。该镇花盆洞村种粮大
户彭火旺说：“我按照他的办法不
但节省了开支，还避开了农机使用
的高峰期。” 该县农业局农艺师王
太贵告诉记者：“今年，水市镇‘禾
上晒谷、延后收割’晚稻面积就达
1.2万亩。”

湖南日报12日2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周
磊)12月26日，由溆浦县原两江乡、岗东乡、善溪乡合并组建
的三江镇正式挂牌成立。至此，该县25个新设乡镇全部挂
牌，新任班子到岗到位。

为加快乡镇区划调整改革，溆浦县主动加压，以“基础设
施更完善、区域发展更协调、为民服务更贴心、百姓生活更幸
福、干部作风更扎实、党群关系更融洽、执政根基更牢固”为
目标，将乡镇数量由原来43个“瘦身”为25个，减少18个，较省
里下达的目标任务多撤并4个。

下活“一盘棋” 引得群龙舞
———临武县农业综合开发助推农业产业化

溆浦25个新设乡镇挂牌

记者在基层

湖南日报 12月 28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曙）
记者今天从宁乡县城乡规划
建设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县
建设项目未发生一起建筑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
近年来，宁乡县城乡规划

建设局制订了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方案，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方针，对

违法施工和违章作业、 食品安
全、工地消防、设备及用电管理
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 今年该
局共开展安全阶段性达标验
收124次，要求停工整改29份。

种粮大户唐义成发现，稻子在稻田里长时
间自然风干，冬至后收割，省了不少费用———

冬日开镰 田边卖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张言文 符云锦

“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
上学堂……”12月28日， 在泸溪县
小章小学二年级教室里，赵慧正和
学生们学唱《小二郎》，欢快的歌声
回荡于整个校园里。

赵慧是益阳市三眼塘镇中学
的音乐教师。2014年秋， 她随队来
到泸溪支教，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
苗乡小章小学。支教至今，她用音
乐的魅力、淳朴的心灵哺育着山里
的娃，孩子们叫她“音乐妈妈”。

“山里的孩子很喜欢音乐课，
也很有音乐天赋。”赵慧说。小章小
学一直缺乏专业音乐教师，当一年
级学生听说有位新教师来给他们
上音乐课， 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
她在给学生上了一堂《声音的长

短》的课后，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下课铃响了都舍不得下课。

赵慧把学校唯一一架电子琴
搬进了教室，还经常利用下课的时
间， 和学生们一起唱歌、 听歌。同
时，她还经常上公开课，让各个年
级都能分享美妙的音乐课，学校的
“送教下乡”活动，她把歌声带给村
小的学生。

今年，已是她来到小章小学的
第二个年头。校园内的音乐氛围越
来越浓，越来越多的教师也爱上了
音乐。她利用课余时间，和当地的
教师一起编排大课间特色民族节
目，跳广场舞、唱苗歌。她常说：“音
乐能愉悦身心，给简单平凡的教师
生活增添乐趣。”

经过赵慧积极联系，今年，长沙
小杜鹃艺术学校、 长沙市青少年宫
等为小章学区捐助图书3500余册。

“音乐妈妈”山里支教
乡村娃舍不得下课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金慧 姚学文 周红）今天，长
沙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项目一期（新红星大市场）
在雨花区跳马镇破土动工，总投资50亿元，用地631亩，
预计2016年完成主体建设，将打造成“中部第一、全国一
流”的现代化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

长沙新红星大市场动工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金慧 谢昌友）今天，长沙市天
心区交警大队发布消息：坡子街将全面禁停，车主可选择
海信广场地下免费停车场、 路面免费停车场或悦方收费
停车场进行停车。据悉，此举将大大缓解该市人民路、五
一路和解放西路的交通压力。

长沙坡子街全面禁停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记者今天从华容县农机局获悉， 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24日联合行文，公布2015年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
县名单，华容县榜上有名。 华容农机总动力达到101.4万
千瓦，16.1万台套。

华容成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零容忍 严执法
宁乡多措并举力保建筑行业安全生产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通讯员
裴艳奎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搭
帮村里一批好干部，他们个个都是
能人！”12月27日，临澧县柏枝乡众
胜村年近花甲的郭绍秋老人，激动
地对记者说。郭绍秋瘫痪卧床10多
年，生活拮据。但这些年，他得到了
村党支部的浓浓关爱。

近年来，临澧县委大力实施“领
头雁”工程，推行“能人治村”，为“美
丽乡村” 建设和精准扶贫提供坚强
保障。为此，该县拓宽选任渠道，打
破身份、职业、地域界限，并注重从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退伍军人、退休

干部、大学生村官以及乡村医生、乡
村教师等各类人才中， 选拔村党组
织书记。同时，改进选任方式，全面
推行“群众直推、党员直选”，力倡村
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并鼓励素质高、能力强的村党
组织书记跨村任职或兼职。

目前， 临澧县村党组织书记
中，致富带富能手占90%，并先后
有10多名能人跨村任职。县里还实
施“133人才培养工程”，按每个村1
名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3名后备
干部、3名以上入党积极分子要求，
建立村干部后备人才库。

临澧不拘一格选任村官
12月28日，长沙海底世界，两名动物专家用一台仪器为海豚妈妈做超声探查。工作人

员介绍，该园区内的3只海豚已同时怀孕，其中一只孕期已有6个月左右，预计明年5月便可
生下小海豚。 谢长贵 摄

3只海豚，快当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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