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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

株洲市正在依托现有的
现代产业优势 ， 致力于打造
“中国动力谷 ”， 它完全可以
成为我省实现新一轮改革发
展 、 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
片。

“株洲·中国动力谷”集聚
了电力机车、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优势现
代产业，也集聚了最具活力的
产业创新元素 。 应该抓住机
遇 ，乘势而上 。把它融入国家
战略 ，立足于 “一带一路 ”，致
力于将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走出去 ”， 服务于亚洲基础设
施建设 。强化区域协作 ，依托长
江中游城市群 、 长江经济带等
载体 ，加快建设市场体系 、市场
服务体系 、 现代物流体系以及
内陆开放平台 。 着力推进湖南
“东大门 ”和湘赣开放合作试验
区建设 ，继而实现与长三角 、闽

台区域空间上的无障碍对接，突
出区域的联动发展。以产业聚群
为引擎 ，突出动力特色 ，壮大三
大动力产业集群规模，将株洲高
新区建设成具有世界一流竞争
力的“中国轨道交通城”。

（作者系株洲市社科联党组
书记、主席）

湘阴县委书记 汪灿

湘阴县委 、 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 、 省政府关于 “加快湘菜产业发
展 ”的决策部署 ，明确把发展湖鲜美食
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打造 ， 作为
繁荣城乡 、 富民惠民 的 实 事 工 程 来
抓 。

发展美食产业 、打造美食名片 ，湘
阴有众多有利条件 ：区位交通优越 、市
场广阔 。湘阴地处长沙 、岳阳 、益阳三
市交界处 ， 县城距长沙中心城区仅38
公里 ， 距长沙黄花机场只有50分钟车
程 ，处于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 ，长沙城
市主干道芙蓉大道直达湘阴 ， 京港澳
高速复线 、伍益高速纵穿全境 ，交通十
分便捷 ，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二是食材
资源丰富 、独具特色 。湘阴是全国粮食
生产县和商品鱼 、商品猪基地县 ，是长

株潭绿色食品生产供应加工基地 ，全
县水域面积近100万亩 ，水产品年产量
近15万吨 ，百树山有机蔬菜 、兰岭有机
茶等美食原辅料基地众多 。 三是饮食
文化深厚 、 久负盛名 。 湘阴传统饮食
文化源远流长 ， 三井头炖肠子 、 瓦窑
湾炖鹅 、 左宗棠鸡 、 青山岛全鱼席等
风味小吃 、 特色名菜传承至今 ， 甜酸
藠头畅销国外 、 鹤龙湖肥蟹名 冠 三
湘 ，樟树港辣椒热销省内外 。

打造特色美食 ， 湘阴应从三个方
面着手 ： 一是突出乡土乡情 。 重点是
打好湘阴特色牌 ， 以丰富的本土湖鲜
水产品资源为食材 ，打造 “全鱼沙龙 ”
名席 ； 以湘阴十大名菜为主体 ， 打造
偏重于荤菜的 “洞庭荟萃 ”、偏重于素
菜的 “湘阴韵味 ”以及 “十全十美 ”名
席 。二是突出好吃好玩 。发挥 “旅游+”
效应 ，加快 “全域旅游 、全景湘阴 ”建
设 ， 加快打造美食名街 、 名点 ， 做活
“吃 ”、 “玩 ”融合文章 。三是突出创新
创意 。 出台专门政策 ， 鼓励餐饮行业
创新 ，引进新卖点 、新技术 、新理念 ，
既树 “招牌 ”更创 “品牌 ”；借力电商平
台 ， 推动线上线下互动 ， 让鹤龙湖螃
蟹 、樟树港辣椒等特产成为 “网红 ”。
四是突出品质品牌 。 建立从田园到餐
桌的质量追溯体系 ， 打造品质可信 、
品牌响亮 、品味高雅的 “湘阴美食 ”。

今年适逢第十二届湘菜美食文化
节落户湘阴 ， 本次节会的主题是 “品
味湖鲜美食 、畅游左公故里 ”，将开展
四大特色活动 ，品评美食 ，采风美食 ，
传承美食 ， 共话美食 ， 力争通过中国
湘菜美食文化节的举办 ， 让湘阴美食
文化走出湖南 、走向全国 。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孟姣燕
通讯员 王玉胡 郝亚儒

采茶的歌声、制茶的号子、喝
茶的点赞声……如今已成为安化
县最动人的乐章。

7月21日，记者来到该县，探
访位列2016年首届湖南十大农
业品牌之首的“安化黑茶”的成长
奥秘。

2016年，安化茶产量（主要
是黑茶）达6.5万吨，综合产值达
125亿元。在通报这组数据之后，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安化茶产业
相关负责人， 都会告知记者另外
一个重要信息：2016年， 安化茶
产业财政税收已突破2亿元！

对一个贫困县而言， 在农业
产业上能实现2亿元的税收，殊为
不易。 安化黑茶确实已成为该县
的支柱产业。

安化黑茶有上千年历史，但
真正开始“红”遍大江南北，始于
2006年。那时，安化全县的茶园
只有约6万亩，茶叶加工企业只有
10多家；到今年上半年茶园已发
展到31万亩，已有大大小小茶叶
加工企业150家， 其中国家级省
级龙头企业8家。

过去， 安化黑茶是专供我国
边疆少数民族饮用、 用于消食去
腻的“边销茶”，按国家指定计划
生产、销售。对于不以牛羊为主要
肉食且食用蔬菜较多的湖南本地
人而言，饮用安化黑茶的并不多，
遑论其他地区。

“安化黑茶的兴起，看起来有
点突然，却并不是偶然。”安化县
茶产业领导小组组长蒋跃登认
为，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老百
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体内摄
入的脂肪等营养开始出现过剩，
特别需要一些消食去腻、 降低血
脂的饮品，安化黑茶正好能满足
这种大众化的新需求，所以畅销
全国。

作为六大茶类的一种 ，云
南、广西、湖北、四川等地也有黑
茶， 何以湖南的安化黑茶成了
“黑马”， 在最近5年内实现翻番
式跨越，直至成为全国的“领头
羊”？

茶企茶农发力生产，政府部
门鼎力支持，这是显而易见的缘
由。据介绍，从2009年开始，安化
县财政给予新建茶园每亩1000
元、 老茶园改造每亩500元的奖

补，大力引导企业、种植大户、专
业合作社参与茶园基地建设，夯
实最关键的发展基础； 黑茶加工
企业在厂区建设、 技术改造等方
面，也能获得政府项目支持；县里
还支持黑茶企业建立营销渠道，
实施“千店万铺”计划。

在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对
一个产业进行扶持，应该说，所有
的地方政府都做得到，也正在做。
安化黑茶为何能脱颖而出？

与安化黑茶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的省茶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黄
德开认为， 安化对黑茶产业最有
特点的支持， 体现在科技和文化
上。

安化县与杭州茶叶研究院、
湖南农大、 湖南茶叶研究所等国
内一流的茶学科研院所保持密切
合作，聘请了陈宗懋、刘仲华等7
位业界顶级专家， 担任产业发展
顾问。 专家不但为黑茶产品的加
工提供先进技术支撑， 还面向消
费者大力推介黑茶的保健功效，
让市场更容易接纳黑茶。 湖南农
大教授刘仲华主持的安化黑茶科
研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成为全国茶界迄今获得的最
高科研荣誉， 也成为安化黑茶获
得更大市场份额的一张“金名
片”。

文化是品牌的灵魂。 黄德开
说， 中国的茶品牌一般都有悠久
的文化， 但像安化黑茶这样有内
容、 有实物、 有传承的可能不多
见。茶马古道可与“丝绸之路”媲
美， 千两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沙溪老厂房、
中茶百年木仓、黄沙坪古茶市等，
无不昭示“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
稠”的神韵。

安化对黑茶文化宣传不遗余
力，招商会上、展会上、媒体上，只

要有机会，“逢人便说”。从去年起，
安化斥资上千万元，连续两年在中
央电视台投放“一品千年，安化黑

茶”的广告。一个产茶县如此大手笔
的投入，在我省属于首屈一指，堪称
安化宣传黑茶文化的最好明证。

新声

———湖南十大农业品牌巡礼

把株洲打造成“中国动力谷”

李国栋

让贫困地区插上交通的
翅膀 ，实现 “交通＋生态旅游 ”
“交通＋特色产业 ” “交通＋电
商快递”， 将有助于贫困地区
“脱贫摘帽 ”。 受国家出台鲜
活农产品进城、法定节假日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等政策启发，
笔者建议 ，在交通 、物流方面
对贫困县实行差异化、精准化
的补贴政策。

一 ，建议对入驻湖南省51
个贫困县 （市 、区 ）的快递物
流公司予以支持，着力培育一
批 “淘宝村”“快递村 ”， 推进

山货土特产等农产品实行 “包
邮 ”，提高产品性价比 ，降低物
流成本 ，增加农村收入 ，促进贫
困村经济发展 ，实现农产品 “货
畅其流”和“物尽其值”。

二，建议以开放的姿态制定
吸引自驾游来贫困县旅游观光
的政策 。如出台自驾游旅客 ，对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行驶湖南
省贫困县境内高速公路实施通
行优惠 ， 方便贫困地区开门纳
客 ， 让贫困地区所具有的资源
优势 ， 转变为全域旅游的发展
优势。

（作者单位： 中共衡阳市委
防范处理邪教办）

让交通助推贫困县如期“脱贫摘帽”

创新开放大家谈寄达邮箱：
hnrbxwplb@163.com 来稿请注
明“创新开放大家谈”

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周永亮

近年来， 在省委统战部、省
教育厅、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各
民主党派和职业教育学校等共
同参与和支持下，我省广泛动员
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资源，组织
实施了“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
温暖工程项目。截至目前，同心

温暖工程吸引了96家公益伙伴，
106所优质职业学校参与， 累计
为11个市（州 ）48个贫困县 （市 ）
培训了6959名村干部和致富能
人。

鉴于这一工程的效果，笔者
建议进一步拓展贫困地区职业
教育的外延：加强连片贫困地区
和职业教育学校结对合作，采取

送教下乡、订单培养和讲座等形
式，资助、引导农村贫困家庭劳
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各类技能
培训，推广“教育+产业+就业”、
“学校+合作社+农户”等扶贫新
模式，确保贫困地区有需求的青
少年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能，为
脱贫攻坚、人人出彩提供更多新
机会。

（作者系长沙经贸职业中专
学校法定代表人）

让职业教育为精准扶贫助力

让湖鲜美食飘香餐桌

� � � �汪灿 通讯员 摄

安化黑茶：从边销到畅销

刘勇

如果说 ， 安化地方政府对
黑茶种植 、 加工 、 销售进行扶
持 ，是在对黑茶产业做 “加法 ”；
那么 ， 在黑茶文化上的执着投
入 ，则产生了 “乘法效应 ”。

过去 ， 人们常说 ， “酒香不
怕巷子深 ”； 后来 ， 大家明白 ，

“酒香也要会吆喝 ”。 而最好的吆
喝内容 ，莫过于产品文化 。用如今
流行的话来说 ， 就是要 “会讲故
事 ”。

作为中国传统饮品 ， 茶可能
是最讲究文化的 。可惜 ，多数地方
的茶产品 ，故事内容空洞乏味 。贡
茶 、神话等传说 ，可能是最常见的
也是仅有的故事了 ， 只是消费者

一般难为之心动 。
安化黑茶的故事 ，很丰富 、很

生动 ，有载体 、有细节 ，充分挖掘
利用 ，实物产品升级为文化产品 ，
价值就成倍增长 。 对一个品牌而
言 ，文化更是灵魂 。

要珍惜安化黑茶的故事 ，不
能任性糟蹋 ； 更要为后人创造更
多更好的黑茶故事 。

■记者手记 文化产生“乘法效应”
�荨荨（紧接1版②） 新田县环保督察领导
小组考虑到采石场全部关停影响地方经
济发展，同意其6月2日恢复生产。督查组
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原有排口已封堵，
但有小股废水自原排口旁边渗漏外排。

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 各市州要组织对辖区内交办信访件
和突出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办理不实、整
改不力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对通报反

映的情况，所在市州要迅速核实、严肃处
理，对一时不能整改到位的，要明确整改
时限和整改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对有关
企业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对在办理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
和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过程中阳奉阴违、敷
衍塞责、瞒报谎报、办理不实、工作不力的
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建立
现场督导督办的责任追究制度。

� � � �湖南建玲安化黑茶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天尖茶烘烤车间， 技术人员在
监测烘烤茶的温度。 （资料图片）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蒋丹）7月10日以来，湖南
持续“高烧”不退。截至26日，全省已
有76个县市区出现高温热害， 中度
高温热害主要发生在湘北地区。省
气象台预计，高温将持续至月末，其
中，29日开始湖南将有一次阵雨或
雷阵雨过程，高温将略有收敛。

今天，我省进入高温范围及强度最
为强盛的一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
37摄氏度以上， 湘北局部超过40摄氏
度。自7月10日开始的高温天气仍在持

续，气象专家称，这轮高温天气的主要特
点是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极端性
强，并且开始时间较往年偏早。省气象台
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28日全省持续晴热
高温天气，29日至8月1日，省内多阵性降
雨，高温将有所缓解，不过，大部分地区
气温仍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 气象专家
提醒，湖南高温将持续至月末，公众外出
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露天和高温作
业者应多喝茶水、绿豆汤等清凉饮料，以
防中暑。

76县市区遭遇高温热害

高温天气将持续至月末
外出做好防暑防晒准备， 露天和高温作业多喝茶水、
绿豆汤等清凉饮料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专题片让我们看到了深化改革进

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展示了各个领
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大家看到了百姓
的笑脸，听到了人民的欢呼与掌声。”专
题片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议。
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认
为，观看电视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
的过程，就是一次改革思想洗礼的过程，
一次改革理念升华的过程，一次改革精
神凝聚的过程。浏阳趁热打铁，在全市改
革系统中组织开展“看专题、促改革”讨
论活动及征文活动，并将其中优秀稿件
以《改革简报》形式予以刊发。

“全面深化改革是为广大百姓福祉
而谋划的。”看完专题片，许多人对改革
都有这样的朴素认同。在株洲荷塘区，社
区居民吴女士谈起当地的“一门式政务
服务”改革。她讲了自己的故事：“以前哪
怕是办一件很小的事也要耗费半天，流
程复杂，不同的业务要到不同的窗口排
队办理。现在只要进一个门、在一个窗
口，就可以办好所有的事。”正是这样的
小事、实事，让她感受到改革同普通人日
常生活的深度关联。

把观看“大片”变为改革行动
“‘改革大片’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

而是扎扎实实干出来的。看完专题片，我
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更要努力干
出属于湖南的‘改革大片’。”秦国文说。

“改革越往深处越显艰难，越是要啃
硬骨头，越是过深水区，越需要有信心和
决心。”秦国文介绍，目前，湖南已全面完
成540项改革任务， 今后几年还将铺排
一批重大改革，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
强化责任担当、大胆探索实践、狠抓督察
落实，充分释放改革红利，让老百姓有更
多获得感。

把观看活动转化为改革行动， 各地
各部门正在积极作为。从7月18日起，浏
阳市委改革办对全市正在开展的“最多
跑一次”改革推进情况开展督查，发现问
题当场进行整改。黎春秋表示，浏阳将发
挥“一把手抓改革、改革抓一把手”的示
范效应，结合深化改革攻坚战，用好用足
这次观看成果，整合盘活浏阳改革优势，
突出抓好“最多跑一次”、农村土地制度
等重点改革，以此带动全局改革、推动浏
阳发展。

“专题片给我很大启发。改革不仅需要
顶层设计破题、解题，也需要基层干部敢于
担当，主动作为。”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说，
当前江永正处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我
们要以改革为突破口， 更加坚定精准扶贫
的信心，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扎扎实实干出湖南的“改革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