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6月15日下午，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
召开“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华中片区湘
商代表座谈会，邀请华中地区各湖南商会
的会长、秘书长齐聚武汉，围绕如何推动
异地商会和广大湘商在湖南的开放崛起、
创新创业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出谋划
策、献智献计。

除了“湘情”这根纽带，湖南对异地湘商
有何吸引力？回“湘”创业，湘商有何期盼？在
湖南的开放崛起过程中，湘商们可以有哪些
作为？当天，记者采访了部分湘商。

湖南开放条件日益完善
与中部五省合作交流日趋紧密

近年来， 湖南开放步伐快速迈进，开
放型经济量质齐升。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
锋在座谈会上介绍，在华中片区广大湘商
的大力推动下，湖南与中部五省（湖北、河
南、安徽、江西、山西）的经济合作交流日
趋紧密。2016年共引进落地资金569亿元，
比上年增长21.3%。

“湖南的投资环境不错，地方政府的
服务意识比较强， 配套措施多， 服务到
位。”江西省湖南商会会长杨旸是永州人，
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早在2009年，就在
株洲市投资了一条汽车电子生产线。他透
露，目前正在与有关部门对接，准备将自
己的健康产业总部放在长沙。

杨旸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科技部
“千人计划”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专家。他创立的开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在法国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业务
主要涉及新能源、新农业、教育出版、中药
材种植、投资等几个版块。

选择将健康产业总部放在长沙，杨旸
看中的除了湖南的投资环境，还有湖南所
具备的区位优势。座谈会上，许多准备回
乡投资的湘籍企业家们也都认为， 近年
来，湖南基础条件日益完善，区位优势更
加凸显，主导特色产业鲜明，开放平台后

来居上，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回乡创业正当
其时。

湘商反哺家乡领域不断拓展
期待更公平公正市场环境

安徽省湖南商会成立8年多来， 通过
积极组团参加历年湘商大会，协助招商引
资及促进湘皖合作项目投资金额已达160
多亿元。江西省湖南商会会员企业先后回
湖南投资92亿多元。山西湖南商会创会会
长贺国辉响应湘商回湘工程的召唤，在长
沙创建湘联投资集团，旗下成立了湘联矿
业、湘联保险等六家实体企业。山西湖南
商会副会长、久久矿安设备公司负责人刘
黎明回湘投资物联网产业，得到了国家工
信部支持。

省工商联商会处处长祝拥军介绍，湖南
开放型经济发展有今天的良好局面，广大湘
商功不可没。近年来，“迎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的活动内涵，也从引导异地湘商回乡投
资，拓展到湘品出湘、平台搭建、高新技术项
目回归、人才交流等更广泛领域。

2009年成立的湖北省襄阳市湖南商
会，在首任会长、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喜的率领下，积极为
湘品出湘牵线搭桥，在当地大力推广湘菜
产业，取得不俗成绩。李文喜告诉记者，未
来他还将继续为湖南、 襄阳两地经济、文
化、 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他
还计划在家乡株洲搭建养老服务平台，服
务乡邻。

湖北省湖南商会会长罗振林是“湘二
代”，老家在湖南湘潭，在家和父母说湘潭话，
他的湖北话里还带着一点湘潭话的尾音。

2002年， 罗振林创办武汉兴开源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后又创办武汉银兆置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正在往新科技
新材料领域转型。此前，他已经与湖南地方
政府有过接洽， 目前正在寻找对接项目。他
表示，作为回乡投资的民营企业，最期盼的
是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同时他也期待能为
家乡的开放崛起贡献一份力量。

华中片区湘商围绕如何推动异地商会和广大湘商在湖南
的开放崛起、创新创业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回“湘”立业 正当其时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随着盛夏到来， 本土蓝莓上市即将进入
尾声。

位于汨罗的益健生态蓝莓采摘基地，今
年蓝莓采摘已到手200多万元。益健蓝莓由于
突破了品种驯化培育和本土化栽培难关，吸
引了平江、浏阳和江西遂川等地的7个扶贫工
作队前来“取经”。

蓝莓身价不菲，许多贫困山区争相引种。
对此，专家提醒，蓝莓种植条件堪称严苛，各
地把蓝莓作为脱贫产业需严格论证， 切忌盲
目发展酿“苦果”。

“水果之王”一亩增收3万元
益健生态蓝莓采摘基地位于汨罗市神鼎山

镇树冲村， 距长沙县开慧镇仅10余公里。6月17
日正逢周末，这里的蓝莓采摘依然人气爆棚。

在南方水果中，目前入园采摘唯一卖门票
的就是蓝莓。益健生态蓝莓采摘基地的门票（畅
吃）价格为每人50元，外带每500克80元。记者
在这里看到，200余亩低缓山坡遍布1人高左右
的蓝莓树，上面挂满了一串串颜色深蓝的蓝莓
果，游客们在果园里尽情采摘、拍照。

“游客只挑个大的， 挑剩的蓝莓用于泡
酒、制作饮料。”益健蓝莓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黄德良介绍， 园里栽的都是已经本土驯化的
南高丛蓝莓，一亩可产1000公斤，均价按每公
斤40元计算，毛收入4万元，扣除成本后，每亩
纯收入可达3万元。

蓝莓的学名叫蓝果越橘， 是地球上少有
的蓝色食物， 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蓝莓列为
人类五大保健食品之一。由于富含花青素，蓝
莓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滋养眼睛的功能，又
被誉为“美瞳之果”。

“蓝莓价格高，贵在耗工多。”黄德良介
绍，种一亩生态蓝莓，种苗等前期投入就达2
万元左右。蓝莓种下后，除草、采摘、修剪、施

肥全部靠人工，每年需要45至50个工日，成本
不低于1万元。

近几年，长沙市场的蓝莓一直供不应求，
超市蓝莓价格每500克100元以上。 蓝莓由于
产量较少， 价格稳居高位， 在人们眼里成了
“水果之王”。

蓝莓引种，需防“水土不服”
蓝莓种植收益可观，不少地方纷纷引种，

湖南蓝莓种植面积已接近5万亩。
“蓝莓种植，前期投入多、风险大。”湖南

农业大学蓝莓研究室负责人彭国平博士称，
本土蓝莓要想种植成功， 至少要解决好三大
难题。

首先要把品种选对。蓝莓这种小浆果，对
需冷量有一定要求， 需冷量不足则会造成不
开花、不结果。湖南年平均气温较高，应当选
择适宜湖南地区生长的低需冷量品种。 从种
植表现来看，最好的是几个南高丛蓝莓品种。

其次要突破土壤改良。 土壤酸碱性对蓝
莓生长和产量、 质量有明显影响，pH值为4.3
至5.2的酸性土壤、土质疏松，是蓝莓生长良好
的必要条件。

第三要解决有机肥源。 蓝莓生长需要丰
富的有机质资源， 种植户一般到东北购置草
炭土， 种一亩蓝莓仅草炭土的成本就高达
4000元，每年还要不断添加。近几年，湖南农
业大学蓝莓研究室通过选用适宜于蓝莓生长
的本地有机质替代东北草炭土， 可以指导种
植户解决有机肥源。

2006年，张家界市在省内首先引种蓝莓，
主要以兔眼蓝莓为主。长沙周边种植的蓝莓，
也有许多是兔眼蓝莓。由于口感原因，兔眼蓝
莓作鲜果采摘难以赢得消费者的“胃口”。而
南高丛蓝莓果粒大、果粉足、甜度好、产量高，
深受消费者青睐。眼下，许多兔眼蓝莓面临换
种的困境。

许多蓝莓种植户没有进行土壤分析，而

是随便按照资料进行改土， 种下的蓝莓难开
花、不结果、产量低，交足了“学费”。5年前，黄
德良就引种蓝莓， 前期也是因土壤改良不到
位，投入200多万元血本无归。吸取教训后，通
过全方位的科研攻关， 益健蓝莓本土化栽培
才获得成功。彭国平称，种植户要避免因盲目
引种而导致蓝莓“水土不服”。

探索好模式，结出“甜蜜果”
湘西湘南，红壤广布。不少贫困山村选择

蓝莓作为脱贫产业。 省农委经作处处长廖振
坤称，种植蓝莓门槛较高，各地要探索推广好
模式，确保结出“甜蜜果”。

“引种蓝莓，本土化栽培很重要。”廖振坤
说，即使是南高丛、兔眼等低需冷量品种，在
湖南也要做适应性筛选。红壤虽然是酸性土，
但如果不做土壤分析，逐项改良达标，蓝莓也
难以种植成功。因此，尽管蓝莓身价不菲，省
农委并不提倡一家一户种蓝莓。

“选择蓝莓作为脱贫产业， 要确保种得
出、卖得好、有效益。”廖振坤称，这就要推广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并要有科研单位
提供技术支撑。

蓝莓在湖南上市期为5月至6月， 采摘期
用工量大。省农委明确，蓝莓是时鲜水果，宜
在城郊发展。通过建采摘园，集生态种植、旅
游观光、现场采摘、科普体验、健康教育于一
体，消费者直接入园采摘，既节省大量人工，
又能收门票，一三产业融合效益好。

蓝莓作为小浆果，成熟后非常不易储存，
通常要进行冷冻或直接加工成果酒、果汁、果
酱、果干，或深层次加工蓝莓果粉、蓝莓花青
素等高端产品。

“对于偏远贫困山区， 青壮年劳动力紧
张，种植蓝莓几乎没有优势。”廖振坤提醒，已
经种下蓝莓的贫困村，要配套加工设施，对小
颗粒、残次果、过剩的鲜果蓝莓进行加工，确
保预期收益。

江德斌

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但不减速反而抢
行， 这类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交通乱象将
从本月起得到集中整治。 记者17日从公安
部交管局获悉， 公安部交管局已部署各地
重点围绕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启
动集中整治。

很多人说起“中国式过马路”都会深恶
痛绝， 认为行人闯红灯才是斑马线上交通
安全的最大隐患。但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
行人的交通事故1.4万起 ， 造成3898人死
亡， 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
占了总量的90%。 可见机动车才是斑马线
上交通安全的最大“杀手”，受害者则多是
行人。

前不久河南驻马店发生的 “女子遭二
次碾压致死”事件，也是发生在斑马线上。
本该是保护行人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却不
幸沦为“死亡线”，令人不得不警醒。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规定，机动车
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与此同
时，一些地方也出台有关细则，通过记分和
罚款等手段处罚不让行的机动车司机。目
前，诸如杭州、上海、西安等城市，都实施了
“斑马线前机动车礼让行人”制度，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市民交口称赞。

以往在湖南， 对于不礼让行人的驾驶
行为，交警多以口头教育为主，扣分罚款的
情况还是较为少见， 但并不是没有。2014
年，长沙交警开出首张不礼让行人罚单，涉
事的车主被罚款100元、扣3分。近段时间以
来，湖南多个市州如郴州、湘潭、株洲等也
纷纷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为动真格。
前不久， 长沙交警还联合三湘名博沙龙、
“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志愿者等群
体，开展“文明斑马线”志愿者活动。通过现
场活动，倡导交通文明，传播正能量。

斑马线不仅是一个交通标志， 更是衡
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现实中，司机
与行人之间的身份经常互换， 其实更应当
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斑马线前，驾车的司
机应对行人多一分礼让，让出文明；行人面
对红灯时也需要多点耐心、多点等待。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02

经济视野

种一亩蓝莓，纯收入可达3万元。蓝莓身价虽不菲，种植条件也严苛———

“水果之王”如何结出“甜果”
斑马线不应成为“危险线”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刘玮 ）6月17日至18日，2017年全
省公务员考试进入集中面试阶段。副省长
向力力参加巡考。

向力力一行来到设在湖南警察学院
的省直考点， 实地查看了考试监控室，仔
细查看了各考区、考点和考场设置情况以
及各项设施运行情况， 详细了解考点设
置、监考、安保等相关工作，要求各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监考工作，严格各个环节
管理，为考生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确保
面试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圆满完成。

据了解，2017年， 全省公务员考试共
计划招录公务员9671名，因部分职位报名
人数未达到笔试开考比例， 实际要招录

8924名，按照招录计划1∶2的比例，有1.7
万余名考生在省直和14个市州设置的140
个考场参加面试， 面试时间是6月17日至
20日。其中：省直考区集中面试地点为湖
南警察学院，1608名考生于17日、18日两
天在20个考场进行面试。为确保公务员面
试的公平公正，今年全省公务员招录实行
全省统一集中面试， 严格实行面试考官、
考务工作人员、考生抽签隔离制度。坚持
面试考官100%异地交流，每个考场邀请一
名“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作观察员，监督面试全过程，并对
考官本场工作进行评价。此外，省公务员
主管部门还向各市州考点派出了面试督
巡组。

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1.7万余名考生参加省考面试

湿地公园美如画
6月17日，航拍花垣县古苗河国家湿地公园紫霞湖。近年来，该县加强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公园变得天蓝水碧，草木丰茂，紫霞湖近20公里沿

湖风景如诗如画、美丽动人。 龙恩泽 摄

6月18日上午
11时许， 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 运
输种猪的木质集
装箱从飞机上卸
下。 当天， 由中
国牧工商 （集团）
总公司从美国直
接引进的 1012头
种猪抵达长沙。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荨荨（紧接1版①） 田儿冲生态资源优势明显，
于是，扶贫工作队又确定重点扶持养牛产业。

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 养殖大户向仁作
建起了标准养牛场和草场， 牵头成立了养殖
合作社。全村12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还带动
22户贫困户参与养牛。

“我自己养了一头牛，还在养牛场做事，
一年收入万把块钱不成问题。”村民谢历刚甜
滋滋地对记者说。

扶真贫，真扶贫，脱贫提了速。田儿冲有
34户贫困户，去年脱贫33户，今年可实现全部
脱贫。

日子甜了，村民们记得扶贫工作队的情。
今年，扶贫工作队转战到另一村，龚小栋这次
回田儿冲，是陪记者来的。

走到村口时，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着小花
裤的小女孩，伸着双手扑向龚小栋。跟在小女
孩后面的大黄狗摇着尾巴， 亲切地扯着龚小

栋的裤脚。
小女孩叫向玉琼， 是龚小栋驻村扶贫时的

“小房东”。 小玉琼贴着脸告诉龚小栋：“您住的
房里的东西，都没动，外婆天天打扫卫生。”

“龚主席来了，到家里吃饭去。”村民刘士
田挑着肥料路过，看见龚小栋，拽着他的胳膊
往家里拖。

目睹村民浓浓的真情， 记者心想， 田儿
冲，能不甜吗？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有着大专学历的村委会主任石国清

说，石金针的妻子吴金满才是家里的“掌
柜”。吴金满说，去年家里卖了28头羊，平
均每头600元，总收入1.68万元。

吴金满还告诉记者， 她家曾因病致
贫。婆婆87岁时摔了一跤，瘫痪了5年，她
和石金针必须留一人在家侍候。 而3个小
孩中，有一个在县城读高中，一个月的生
活费就要好几百元钱。

吴金满含泪说， 搭帮扶贫工作队，现
在家里日子过好了， 日常开支不愁了。家
里的老木屋也在实行危房改造———全部
装上木板壁。

县财政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石先
合介绍，村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动态
管理，目前还有贫困户81户316人。

村里山坡下，并排立着两栋木屋，正
在安装木板壁。 两栋木屋的主人是两位
五保老人。记者经过木屋时，一位叫石志
安的五保老人高兴地叫住记者，大声说：

“做梦也没想到， 政府会给我们起屋呢。
我们的屋原来都是千根柱头落地（指用
竹篱笆围屋）。 工作队说要给我们起屋，
说到做到。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共
产党好，共产党万岁！”

老人朴素的话语直击记者的心，让人
激动和震撼。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此批进口种猪将销往湖南、广东、河

南、天津。”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负责

人表示 ，今后 ，公司每年将从长沙机场口
岸直接进口种猪2至3批次，实现进口常态
化，湖南省内的进境种猪指定隔离场也将

实现常态化运行。这对于优化湖南生猪种
质资源、提高全省经济开放度都具有重要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