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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常安高速安化县仙溪镇段。（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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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2016 年 9 月 17 日， 益阳市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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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安化县马路镇大旺村 邓秀山

我今年 70 岁，家住安化县马路镇
大旺村。 以前家里很穷，只有过年才能
吃上一点肉。 现在好了，家里拥有茶园
80 余亩，年纯收入有 30 多万元。

我们村在海拔 800 多米的山区 ，
山高路远， 只有一条盘山公路通往山
外。 我家以前仅靠种几亩薄田糊口,我
和老伴蒋石梅身体都不好，经常生病。
3 个小孩初中毕业后，因家里供不起学
费，他们不得不辍学去外地打工。

我家有 10 多亩上世纪 80 年代初
开垦的老茶园， 因为那时茶叶一年卖
不了多少钱， 也没去管它， 渐渐荒芜
了。 2006 年，安化黑茶逐渐走红后，茶
叶价格慢慢开始涨了。 我从 2010 年开
始，在老茶园里种植茶叶。 我和老伴起
早贪黑，经常天还没亮就上山采茶，一
年三季茶采摘完， 能获得 3 万多元收
入，比以前好些了。

2014 年，随着国家实施精准扶贫，
县里出台了奖励政策， 新开一亩茶园
奖励 1000 元， 改造一亩茶园奖励 500

元。 我种茶的积极性更高了，新开发了
16 亩茶园，获得政府 1.6 万元补贴。 后
来， 我又引进槠叶齐和白毫早两种优
良茶种 ， 在大坪界新开垦了 15 亩茶
园。

我现在“两不愁 ”，一是不愁茶叶
没销路，二是不愁茶叶卖不起价。 这几
年，我家的茶叶都卖给了千秋界茶厂，
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目前，包括新老茶
园，我共有茶园 80 余亩。 今年清明节
前后，采摘、加工绿茶龙芽 350 公斤 ，
每公斤卖 660 元 ， 收入 23 万余元 ；5
月，采摘黑茶鲜叶 2 万公斤，每公斤卖
8 元，收入 16 万元。

感谢党的惠民政策， 我们一家人不
仅脱了贫，而且致了富，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老家多年的木质房屋翻新改造了，家
里购置了液晶电视机、智能冰箱等电器。
我的几个小孩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小
儿子今年还买了小车。 大孙子 16 岁了，
正在镇中学读初中三年级； 小孙子也有
7 岁了，在镇完小读一年级。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让楚仕 整理）

9 月 9 日，桃江县石牛江镇牛剑村
村民李慧在村民服务中心领到了新办
的生育证。 她说， 以前办证要走近 10
公里去镇上，现在通过网络上传信息，
在村里就能办好。

从 2015 年开始，益阳市投资 9 亿

元，新建、改造村民服务中心 1159 个。
同时， 在村民服务中心开通由市政府
和 58 集团合作开发的“益村”互联网
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互补互动，方便村
民办事。

（龚柏威）

湖南日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益阳市，从绵延起伏的雪峰
山区，到浩瀚无垠的洞庭湖畔，山间地头瓜果飘香，
广袤田野稻浪翻滚，产业园区红红火火，到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现代农业正迸发出充沛活力，在这方热
土上尽情释放，催生着新的希望。

益阳市地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区域， 是国
家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中国黑茶之乡”“中国竹
子之乡”“中国淡水鱼都”“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全国重要的商品猪生产基地” ……一块块牌匾
熠熠生辉。 作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全省目前唯一
的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 益阳已成为全省现代农业
发展的“排头兵”和农村改革的“试验田”。

去年 1 月 27 日， 杜家毫同志参加省十二届人
大五次会议益阳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益阳要充
分发挥历史底蕴深厚、区位交通独特、农业基础
良好等优势，做好山、水两篇文章，在加快现代农
业发展方面先行， 在深化农村农业改革方面先
试，促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助推湖南
由农产品供应基地向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加快迈进。

益阳市不负重托。近年来，该市高标准谋划现
代农业发展，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农村金融等方面改革，在“互联网 + 现代
农业”、优化农产品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和三次
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探索创新，助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 2012 年至 2016 年，全市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增速连续 5 年居全省第一。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开辟一方新天地

在益阳市大通湖区， 稻田里一株株禾苗结满了
谷穗。 当地兴隆现代农业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危应年
说，该区育秧时间比原来缩短了 5 天，秧苗成活率提
高了 20%，收早稻种晚稻时间衔接得好，预计今年晚
稻每亩可增产 20%左右。

智能育秧大棚是大通湖区晚稻丰收的“制胜秘
笈”。 利用物联网技术建成的智能育秧大棚，可通过
电脑、手机终端对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远
程监控，实现精准生产，省工增效。

近年来，益阳市实施“宽带乡村”示范工程，建设
“互联网 + 现代农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农业生产、农
业经营、农村物流、农产品销售、农业农村管理开辟
了一个新天地。

在将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同
时，益阳市政府还与 58 集团子公司———58 农业服务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益村”平台，依托全市 1184
个村民服务中心，打造综合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提供
电子政务、电子村务、电子商务等服务。 目前，“益村”
平台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 APP3 个线上应
用平台已开发升级，拥有用户 50 多万户。

南县从 2015 年起， 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专项资
金，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普及，并
投入 800 万元建设农村淘宝南县服务中心。 桃江县
设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金 1000 万元，其电商
产业园已签约入驻电商企业 16 家。

去年，益阳市通过电子商
务，销售农产品

30 多亿元。 该市“互联网 + 现代农业”工作，获得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肯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绿色成为主色调

9 月 18 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的王勇在淘宝上通
过微信扫描安化县云上茶业二维码， 观看了其茶园
基地培管视频，视频中茶园人工除草、施用农家肥、
使用太阳能杀虫灯与防虫粘板等， 他觉得这样的茶
园茶叶品质不错，可放心购买。

据了解， 云上茶业引进先进的 CN39 食品追根
溯源系统，使产品“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获评

“中国生态有机茶十大知名品牌”， 其生态茶园也跻
身“全国最美三十座生态茶园”。

近年来， 益阳市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初步形成了具有益阳特色的“五化”，即农业结构
合理化、产业特色化、基地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品牌
绿色化，推动农业生产由数量型、粗放型向质量型、
效益型转变。

打好“绿色牌”“有机牌”“安全牌”，益阳倾力而
为。 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说：“我们
的目标就是通过实施‘五化’，打造全国优质绿色农
产品基地，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

目前， 益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全市 80%
以上的土地流转， 大宗农产品综合检测合格率保持
在 98%以上，获得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认证标志的农产品有 309 个， 还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 17 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13 个，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名牌产
品 123 个。 赫山区、安化县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资阳区成为全省首批农业部渔业健康示
范县之一。 安化黑茶、桃江笋竹、赫山大米、沅江芦
笋、南县小龙虾、大通湖大闸蟹、资阳休闲食品等县
域农产品品牌声名远播。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让种田轻松高效

9 月 7 日，益阳市赫山区农田谋士现代农业服务
公司举办了一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会。

从 2013 年起，“农田谋士”通过“九化”为水稻种
植全程当“保姆”，即专
业化服务、 区域化布
局、集团化结盟、
多 元 化

解难、机械化作业、标准化操作、契约
化约束、数字化管控、规模化推进，从机耕、播种、春
插、施肥用药直到稻谷收割、销售等各环节，都可以
由其“包办”，农户省心省力。 今年 3 月，益阳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值恒到该公司调研时，称赞其“九化”服
务思维创新，做得好。

在赫山区，像“农田谋士”这样的为农民种田提
供全套服务的公司、专业合作社已有 16 家，共服务
稻田 27 万亩。 因外出务工而缺少劳力的农户可以与
合作社签订合同，种田当“甩手掌柜”。 愿自己种田的
农户，可选择公司或合作社提供的“点餐式服务”。 这
样，解决了因劳动力短缺而带来的“谁来种田”问题，
遏制了田土抛荒及“双改单”，也减轻了劳动强度、
节省了成本，保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益。

近年来，益阳市各县（市、区）积极探索农业社会
化服务新模式，为农户提供“订单式”“套餐式”服务。

目前， 全市农村新型专业化服务组织发
展到 90 家，服务农田 374.1 万亩。 全市
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9.5%，居
全省前三位。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多业共赢比翼飞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8 月 26 日

晚，在中国情人节“七夕节”来临之际，南
县乌嘴乡罗文村举办首届“瞄着你就爱”
七夕邂逅狂欢夜活动，来自省内外及俄罗
斯的 300 多名帅哥靓女相聚于此，寻找真
爱。

罗文村隶属于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
创新示范区， 村里有 130 余栋“涂鸦”民
居，占全村民居总数一半以上，并有万亩
油菜花海，还流转土地，委托专业花卉公司
种植向日葵、 郁金香和波斯菊等。 四季花
海、“涂鸦”民居融为一体，引来众多游人。去
年，村里共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

近年来，益阳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优势互补，让农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
带来的增值收益。 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发展到 3300 多家， 其中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358 家，农产品加
工转化率达 50%以上， 涌现出克明面
业、华莱生物、顺祥水产等一大批知名

企业。
同时，益阳以创建国家旅游休闲示范

城市为契机，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
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发展壮大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 全市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235 家，经
营面积达 4.65 万亩。

融合发展，星光闪耀。 南县、沅江市成为农业部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县。 安化县江南镇
高城村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益阳高新区谢
林港镇清溪村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资阳区长春
镇紫薇村等 17 个村被评为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桃江
新桃缘休闲农业产业园、 南县陶家湖特色水产养殖
产业园等被认定为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
园。 赫山区林芳生态旅游村、沅江德群庄园、大通湖
区锦大渔村等获评省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

益阳市、县两级还加快开放步伐，汇智聚力推动
优质农产品基地、特色产业园、农产品商贸物流基地
等建设。 湖南粮食集团投资建设的兰溪粮食产业园，
成为全省重点支持的 11 个食品产业集聚区之一。 上
市公司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益阳海

吉星项目，是目前益阳最大的多功能、现代化、综合
性大型农产品商贸物流中心。 安化黑茶产业园、沅江
湖鲜食品产业园、南县食品工业园、大通湖区洞庭食
品工业园、资阳区黄家湖产业新区等，吸纳了大批民
间资本。

益阳现代农业方兴未艾，风头正劲。

被誉为“银城之光”的益阳奥林匹
克公园位于益阳高新区， 占地 500 亩，
投资 3.66 亿元， 主体设施为“一场三
馆”，即综合体育场、综合体育馆、羽毛
球训练馆、游泳跳水馆，是一个具有山
水风光特色的现代化体育主题公园，获

评国家 4A 级景区。
这里先后举行过国际男子篮球对

抗赛、世界杯羽毛球赛、足协杯男足与
中超女足等重大体育赛事。 今年 6 月
28 日， 益阳奥林匹克公园入选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龚柏威）

安化县是中国黑茶发祥地之一。近
年来，该县推进茶旅文一体化，提升黑
茶品牌、壮大黑茶产业。 安化黑茶先后
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最具传播
力品牌等，产品远销日、俄、韩、德、法、

蒙古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去年，安化茶叶加工量 6.5万吨，茶

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125亿元。 安化已连
续 5 年位居全国重点产茶县前 4 强，安
化黑茶产量连续 10年居全国第一。

（龚柏威）

今年 6 月 23 日， 益阳城市新地
标———益阳万达广场开业。 开业首日
客流达 22.6 万人次 ， 实现营业额
1608 万元。

益阳万达广场地处益阳市赫山区，

总投资超 10亿元，总建筑面积 13万平
方米，是益阳市目前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广场引进国内外知
名品牌 200余家， 是益阳首座全业态、
全客层、一站式购物广场。 （龚柏威）

黄家湖特色产业新区位于益阳市资
阳区城郊，规划总面积 63.7平方公里。 其
特色产业主要分为紫薇村美丽乡村、皇家
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和云梦方舟国际度假
区。 今年 6月，中国·益阳首届洞庭湖生态
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系列主题活动，在

这里成功举行。黄家湖特色产业新区成为
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一大新品牌。

目前， 资阳区正努力将黄家湖特色
产业新区打造成省内一流、 全国知名的
宜旅、宜康、宜业、宜居的智慧型现代产
业园区。 （龚柏威）

运动休闲好去处———

益阳奥林匹克公园

产量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

安化黑茶

城市新地标———

益阳万达广场

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品牌———

黄家湖特色产业新区

益阳，现代农业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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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俏 农家笑

9月 11日，年逾七十的张春光来到
益阳大剧院排队领票，他想看周五晚上
演出的花鼓戏《梅竹园》。 近 3 年来，湖
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每周五在益
阳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一场传统花鼓戏，
并为 70岁以上老人免费送票。

益阳市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对湖
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小剧场里

上演的花鼓戏，每场补贴 5000 元。 小
剧场里共有 320 个座位， 上座率都达
到 90%以上。 2012 年以来，益阳市还
在中心城区鹅羊池广场等地搭建大型
舞台，由百姓点戏、政府买单，请花鼓
戏剧团演出传统经典剧目。 同时，每年
采购 300 场花鼓戏精品，送戏下乡。

（龚柏威）

“大戏台”暖民心

在公房里“蜗居”40 多年后，龚志
辉最近搬进新家———益阳市资阳区和
瑞家园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 面积
49.5 平方米。 打开门那一刻，龚志辉感
觉幸福扑面而来。

资阳区是益阳市老城区， 集中了益
阳市中心城区 76%的棚户区。近 4年来，
资阳区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
式，开展大规模棚户区改造。 目前，已完
成棚改 12126户。 （龚柏威）

“蜗居户”搬新家

“大班额”瘦了身
新学期开学， 蔡益蓉老师带的一

年级班只有 54 名学生。 她说，上个学
期带了一个六年级班， 有 94 名学生。
蔡益蓉所在的益阳市桃花仑小学，新
学期一年级开设了 11 个班，比去年增
加了 4 个班，使“大班额”瘦了身。

近年来，益阳将化解“大班额”当

作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 全力解
决新建、扩建学校用地、资金和补充教
师等问题。 至今年 7 月底，中心城区新
建学校 5 所、改扩建 29 所，新增学位
11896 个。 从今年秋季起，全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 每班人数控制
在 55 人以内。 （龚柏威）

“互联网 +”进了村

6月 21日，
益阳城市新地
标———万 达 广
场。

通讯员 摄

2015 年 3 月
30日， 益阳奥林匹
克公园。（资料图片）

曾翊 摄

中国黑茶博
物馆。（资料图片）

李良兵 摄

2017 年 2 月 24 日，太阳鸟游艇公司生产车间。（资料图片） 廖文 摄

8 月 27 日，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种植示范片。 刘宗耀 摄

2015 年 12 月 18 日，益阳高新区的中南电子商
务产业园。（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