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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张尚武 通讯员 黄德开

9月11日，2017年湖南茶业博览会（简称
茶博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展示湘茶魅力，打响名茶品牌。 一年一度
的湖南“茶博会”连续举办了9届，已成为全国
茶业界的知名会展品牌。 本届茶博会，为湘茶
产业发展提供了展示、销售、交流的平台；大
湘西茶企抱团参展，挖掘名茶资源，创新引领
市场，助推精准扶贫，成为最大的亮点。

4天的会期，交出亮丽的答卷。 据组委会
统计， 本届茶博会吸引了省内外1500多家茶
企参展，现场和订单共实现交易额26亿元，创
历届新高。

黑茶之外多茶类乘势而上
近年来， 黑茶、 绿茶在湖南茶界“唱主

角”。 今年的茶博会，茶类多元化的态势更趋
明显。

与往年一样，本届茶博会的黑茶厂商纷纷
参展，展位占到一半以上。 安化黑茶中，白沙
溪、中茶黑茶园、云天阁、梅山崖等品牌一如既
往受到追捧。 但是，从今年茶博会的展位人气、
销售来看，随着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和物流的日
益便捷化，湘茶的多茶类优势日益彰显。

湖南绿茶稳步迈向高端。 继保靖黄金茶、
古丈毛尖、石门银峰、沅陵碣滩茶等名优绿茶
之后， 吉首也推出了黄金茶， 炎陵的“湘炎
春”、新宁的“崀峰”、江华的“潇水源”等绿茶，
产自高山云雾地区，不少都是野生茶树采摘，
量虽然不大，但品质甚好，品饮者无不称赞。

红茶颇受出口市场欢迎， 湖南现在几乎
所有的绿茶生产企业都同时生产红茶。“武陵
红”“炎陵红”“茶祖印象·三湘红”等湖南红茶

品牌，在竞争激烈的茶业市场中，逐步崭露头
角。

“潇湘”茉莉花茶、张家界“茅岩莓”、南岳
“皇菊”、绥宁“青钱柳”等特种茶，在主打茶类
的功效和口感之外，另辟蹊径，以独特性、差
异化赢得市场。

众多厂商大都表示，这几年，湖南黑茶声
名鹊起，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道湖南生态环
境好，是产茶的好地方。“现在乘势而上，依靠
黑茶带动，多茶类发力，正是时候。 ”张家界

“茅岩莓”的一位经销商说。
省内一位茶叶加工专家表示， 过去茶企

一季名优茶就占一年利润的大半， 如今这一
局面正在改观。 采完头季名优绿茶，再采一季
红茶，夏秋茶也能采摘后加工成黑毛茶，茶园
轮番采摘，不同茶类接连上市，性价比更高。

新产品与新业态结合，湘茶产销两旺。 潇
湘茶网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简伯华认为，电子
商务的日益兴盛，使量小货精的茶产品也能在
网络上找到个性化的“小众”消费者，一般不愁
销路。 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注意品牌整合，靠
名优绿茶、黑茶主攻国内高端市场，稳步开拓
国际市场，构筑湘茶多茶类的竞争力。

茶产业成为扶贫支柱产业
省政府的产业扶贫规划， 头号产业就是

水果和茶业。 本届茶博会上，参展规模最为盛
大的是大湘西地区茶企。

走出“深闺”，抱团发展，大湘西地区50多
家茶企共打“潇湘”品牌，以“神韵大湘西，生
态潇湘茶”为统一标识，展示湘茶品牌整合的
进展和成就。

大湘西地区涵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张家界、怀化、娄底、邵阳等地，拥有茶园

面积110万余亩，占全省一半以上。 同时，“大
湘西”地区又是湖南主要的贫困地区，茶业成
为该地区脱贫攻坚的主要载体。

大湘西地区名茶资源丰富， 处于我国绿
茶黄金产业带。 但长期以来，茶叶品牌“散、
小、弱”，茶产业带动能力不足。 从2016年起，
省政府推进茶叶品牌整合， 每年投入上亿元
项目资金，重点打造公共茶叶品牌“潇湘”。 据
悉，包括保靖黄金茶、古丈毛尖、石门银峰在
内的“潇湘”系列名优绿茶，目前正带动逾200
万茶农增收脱贫。

如果单论参展茶企数量， 最多的当属来
自安化的黑茶企业，占到全场湖南茶企的30%
以上。 安化以黑茶闻名，也是典型的贫困县。
在展会现场随便找一家安化黑茶企业， 往往
都能获得这样的信息： 一个企业带动数百名
贫困群众，每户每年增收数千元。

事实上，从茶园到茶杯，安化黑茶都能让
贫困群众受益：最初，在茶园的日常培管环节
需要劳力；鲜叶采摘和黑毛茶初制过程中，每
人每天采摘鲜叶的收入在120元左右，黑毛茶
的加工增值能达到每公斤7元左右；在黑茶企
业的加工车间，茶农还能从事精加工、包装等
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

湖南中茶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如
今的安化，如果一户贫困户拥有2亩以上的丰
产茶园，并且坚持为黑茶企业提供劳务服务，
就能实现稳定脱贫； 如果自家茶园规模再大
一些，致富也不是难事。

�荨荨（紧接1版①）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支持配合
省委巡视和巡视整改督查工作，强化机关
党组的整改主体责任，认真抓好巡视整改
落实。

韩永文强调，要以这次省委专项巡视
和巡视整改督查为动力，以直面问题的勇
气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后续
的整改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要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发挥党组的领

导核心作用，切实负担起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立足治本完善体制机制，全方位
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推进省人大机关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张德江委员长在全
国人大第十八期代表学习班开班式、第23
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讲话精
神的意见。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近年来，隆回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

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等荣誉， 成为
全国林业战线中的一面旗帜。

如今，隆回县每年仍然坚持造林5万亩左
右，只不过，“愚公绿山”立了新志。

“过去被‘火焰山’整怕了，只求有树能在
山上栽活成林，其他的顾不上，山上几乎是清
一色的柏木。”张伯赞告诉记者，现在，隆回既
追求绿化面积，也讲究美化质量。县林业局选
择枫香等适宜树种，与柏木适度混交，使森林
富于多彩颜色，更为赏心悦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
许多山坡上条件较好的旱土被荒废， 杂草丛
生。县林业局总工程师肖时平介绍，县里通过
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大户造林，
尤其是在荒废旱土上造林。“同一座山， 如果
条件恶劣的石漠被攻下来了， 条件好的旱土
却成为无树的‘插花山’，那真是太可惜。”

石漠造林非常不容易， 柏木成活之后更
需要好好管护，否则前功尽弃。在精准扶贫政
策帮扶下，182名贫困农民成为了护林员；另
外，隆回还自聘了一批护林员，共同守护着这
片人造生态宝地： 在重度石漠造的柏木林以

及被划为生态公益林的柏木林， 严禁任何人
偷伐一枝一叶， 其他柏木林等区域也严格按
相关规定巡查； 春夏主要负责及时发现和报
告柏木病虫害，秋冬着重是森林防火。

县委、县政府带动引导，一些企业也积极
投身柏木商业栽培和加工。 创立于2001年的
“百山木桶”公司，利用柏木加工成各种桶子，
柏木散发出天然香味， 深受消费者喜爱。如
今， 该公司已成长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每天在网上的木桶销售额超过20万元。

张伯赞表示， 隆回现在拥有全国面积最
大的人造柏木林，通过绿化转美化、补上“插
花山”、护林员专管、适当产业化等新措施，将
有更多的荒山野岭变身为绿水青山、 金山银
山。
■链接

我省实施
森林禁伐减伐3年行动

省委、省政府从维护森林生态安全、让森
林休养生息的高度出发，决定从2016年1月1
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在全省实施森林

禁伐减伐3年行动，禁伐范围为全省境内的国
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及铁路 、高速公路 、
国道、省道两旁第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涉及
面积7990万亩，占全省林地面积的41%，涉及
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里程数2.5万公
里；限伐范围是已经划定为国家、省部级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63个县（市区），每年在上年度
采伐量的基础上减少林木采伐20%。

湖南省目前森林年生长量是3100万立方
米，按照砍伐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湖南省上
报国务院批复的“十三五”期间的年森林采伐
限额为1117.8万立方米，比“十二五”期间年
森林采伐限额 1809.4
万立方米减少了691.6
万 立 方 米 ， 降 幅 达
38.2%。在实施森林禁伐
减伐行动 3年期间 ，省
委、 省政府又自动加压，
决 定 再 减 少 森 林 采 伐
182万立方米， 这样，湖
南省“十三五”期间每年
的实际采伐量将比“十二
五”期间减少874万立方
米。到2018年底，全省可
实现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0%左右，森林蓄积量达
到5.5亿立方米以上。

隆回：荒凉石漠变身绿色林海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长沙市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套型建

筑以90平方米以下户型为主， 单套建
筑面积不高于120平方米（含），销售价
格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 低于同地段
商品房。 定向限价商品住房的不动产
权属证书上由主管部门特别注明“限
价商品房”字样，购房人取得不动产权
属证书后，5年内不得转让所购住房。
确需转让的， 可向该市住房保障服务

局申请回购， 回购价格按购买价格并
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 取
得不动产权属满5年的，则可按普通商
品住房进行正常交易。

长沙市住房保障服务局负责人介
绍， 限价商品住房建设用地由行政划
拨，建设单位只需缴纳土地出让金，没
有土地溢价，土地成本更低，因而住房
成本也更低； 建设单位以招拍挂取得
的出让地建设定向限价商品住房的，

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各种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服务性
收费减半征收，因此房价更低了，这些
都得益于政府的让利。 此次建设定向
限价商品住房套数最多的是芙蓉区新
桥小区三期项目， 将有1208套房屋推
出，其销售价格仅4950元/平方米。

该负责人表示， 长沙定向限价商
品住房供应对象为本市中等偏下收入
的城镇居民家庭、征收（地）拆迁过程
中涉及的居民家庭及市政府批准的其
他家庭，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向户籍
所在地社区提出申请。

长沙推出万余套定向限价商品房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张蜜）今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发布数据，8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1.6%，环比上涨0.3%。 同比、环
比涨幅均达到自今年2月份以来最高位。

从同比看，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七涨一降”，其中，食品烟酒价
格下降0.1%，衣着价格上涨0.9%，居住价
格上涨3.5%，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9%，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1.1%，教育文
化和娱乐价格上涨1.7%，医疗保健价格上
涨6.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0.3%。

从环比看， 八大类商品价格“七涨一
平”，而食品价格涨幅最大，达到0.7%，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0.16个百分点。其
中，鲜菜、蛋类、猪肉价格涨幅明显，分别比
上月涨价5.7%、3.4%、1.4%， 对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环比涨幅扩大产生较大影响。

8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6%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通讯员 欧阳静
子 记者 周月桂）据海关统计，2017年1至
8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1419.1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62.2%。 其中，出口906.4亿元，
增长61.3%；进口512.7亿元，增长63.8%。 8
月当月，全省进出口总值225.4亿元，增长
47.5%。

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增长近1倍。 1至8月，湖南省出口
机电产品417.6亿元，增长74%，占同期湖

南省出口总值的46.1%； 出口高新技术产
品131.8亿元，增长98.2%。

主要进口商品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
术产品，资源类产品进口不同程度增长。 1
至8月，湖南省进口机电产品228.7亿元，增
长 71.3% ， 占同期湖南省进口总值的
44.6%；进口高新技术产品83.9亿元，增长
1.1倍； 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73.5亿元，增
长44.8%；此外，进口集成电路大增，达27
亿元，增长3.1倍。

前8月我省进出口同比增长逾六成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近1倍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曾红涛 ） 9月10日， 长沙市雨花
区安监局根据市民上传到“12350” 微信
公众号“随手拍” 事故隐患举报平台的
举报信息， 在洞井街道某停车场查处一
起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 成功解除了重
大安全隐患。

从接到举报到执法查实， 只花了3个
多小时， 长沙安监部门与市民通过互联
网实现了一次高效对接和互动。 “微信
‘随手拍’ 举报已经成为长沙安监部门全
力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利器’。” 长
沙市安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安全生产
点多、 面广、 战线长， 许多事故隐患隐

蔽性较强， 而政府部门监管力量有限，
因此亟须发动“全民战”， 实施“靶向治
理”。

配合今年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长沙市安监局于6月投入使用微信“随手
拍” 事故隐患举报系统。 为鼓励市民积
极参与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 长沙市政
府出资100万元对举报者进行奖励。

截至目前， 长沙市安监局已收到微
信“随手拍” 举报近百条， 有效举报率达
到75%， 发放奖励金额5万余元。 市民举
报的内容主要涉及矿山、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工贸企业、 建筑施工、 交通运
输等领域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安全大检查 全省在行动

长沙打响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全民战”
市民“随手拍”举报安全生产隐患近百处，获得奖金5万余元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万检新） 近日，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省纪检监察系
统一批集体和干部获得全国表彰。

为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 激励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振奋
精神、 开拓进取， 见贤思齐、 争做先锋，
中共中央纪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监察部决定， 授予97个单位“全国纪检
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荣誉， 授予50名同
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
誉。 中共中央纪委、 监察部还对在纪检
监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88名同志予以嘉
奖。

在这次表彰会上， 来自湖南的省纪

委第七纪检监察室、 长沙市纪委和平江
县纪委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
体” 荣誉称号； 洪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 纪检组组长肖杨荣获“全国纪检监察
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省纪委案件
审理室主任曾海平， 省财政厅乡镇财政
管理处处长 （原任省纪委驻省财政厅纪
检组副组长、 监察室主任） 张明， 张家界
市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肖鹰， 永州
市纪委正处级干部张国峰， 娄底市纪委
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月娥， 湘潭县纪
委常委王沛， 隆回县纪委正科级干部钱
志伟， 石门县纪委常委覃道进， 攸县渌田
镇党委书记 （原任攸县纪委副书记） 刘
分粮等9人受到中纪委嘉奖。

湖南纪检监察系统一批集体和干部
获全国表彰

展湘茶魅力 助精准扶贫

茶类发展多元化
产业扶贫更给力

———2017年湖南茶业博览会综述

“美丽产业”
助脱贫
9月11日， 游客在洪

江市沙湾乡老屋背村花
海赏景休闲。 老屋背村
花海以种植紫薇花为主，
可解决150余名贫困人员
就业， 每年为每个贫困
家庭增加务工收入约
4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