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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梦想

邵阳县是一个拥有 107 万人口的大县，
历史厚重，美丽富饶。 由于属中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 这里最适合油茶生长， 被誉为三湘
“天然油库”。 油茶在当地已有两千多年的传
承和发展，油茶加工业曾经呈现“水碓转，石
碾响，蒸房油，烟绕栋梁，满场陶桶装未尽，商
家穿梭壮夫忙”的繁盛景象。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引导、有力扶持和有
序管理等原因， 县内油茶经济在上世纪末一
度萎缩。

重振“天然油库”、实现“油茶梦”的重任，
落在新时代邵阳县敢做实做的决策者和勤劳
智慧的人民身上。

2006 年以来，油茶产业得到了中央的高
度重视，国家、省、市相继做出大力发展油茶
产业的战略决策，拿出“真金白银”进行扶持。
面对千载难逢的油茶发展良机，邵阳县委、县
政府审时度势， 将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大力推
进精准扶贫、富民强县的第一产业来抓，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典型示范、社会参与”
发展思路，以超常规的思路谋划油茶产业，以
超常规的力度扶持油茶产业， 以超常规的措
施发展油茶产业，带领全县上下迈上建设“中
国油茶产业第一县”征程。

县委、县政府精心编制出《邵阳县 80 万
亩油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力争到 2025 年
全县油茶林面积发展到 80 万亩、每年实现产
值 30 亿元。并且，每年整合捆绑 6000 万元以
上资金扶持油茶产业发展。 先后出台《关于加
快油茶产业综合开发的决定》、《关于落实退
耕还林后续产业政策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实
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
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政策规费减免、整合
资金投入、争取项目建设、创建品牌重奖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扶持， 力推油茶产业步入发展
“快车道”。

县委书记蒋伟， 县委副书记、 县长袁玉
华，身先士卒争项目、筹资金、解难题，经常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蒋伟主持召开的各类油
茶产业工作会议就达 49 次，因为经常加班加
点深入油茶基地排忧解难、 走进农家扶贫帮
困，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油茶书记”；今年
6 月，他获得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我国林业产业
界最高奖项“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

上行下效，全县迅速形成县“四大家”齐
抓共管、县乡（镇）村三级上下呼应、共建联动
的油茶产业发展新格局。 同时，县委、县政府
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为油茶产业发展第一责任
人，将油茶产业发展成效直接与干部“面子、
票子、帽子”挂钩；对未完成当年油茶造林、历
年油茶造林抚育管护和补植补造任务的乡
镇，在年度绩效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精谋细划，凝心聚力，助推邵阳油茶进入
了发展最快、开发最好的黄金时期。

金秋十月，和煦的暖阳下，邵阳县蔡桥乡
的山山岭岭，油茶林连绵起伏，绽绿吐翠，蔚
为壮观。 油茶树上，金黄的油茶果迎风起舞，
含苞欲放的花蕾缀满枝头，果花同株“抱子怀
胎”的奇观让人流连忘返。

蔡桥乡拓双村村民魏苗文的油茶林，就
处于这一带。 魏苗文原来是一位煤矿老板，经
营煤矿近 20 年。 2014 年，煤矿被关闭后，他
看准油茶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陆续发展油
茶林 1400 多亩， 其中在原煤矿区栽种 100
多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依托油茶产
业，邵阳县结合建设“资江源绿色屏障”，持续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作为曾经的煤炭开采大县，邵阳县 2013
年底时有煤矿 36 个，占邵阳市煤矿总数的三
分之一多。 最高峰时， 该县年采煤量 100 万
吨、产值达 5.5 亿元。 2014 年以来，县里狠下
决心，关闭了所有煤矿，并复耕原煤矿区栽种
油茶树，实现了由“黑色产业”向“绿色产业”
华丽转身。

与此同时，采取以奖代投、扶贫贴息等办
法，发动千村万户，在荒山坡地广种油茶树。
其中对油茶林低改与新造，分别按每亩 500、
1000 元的标准给予扶持。

此外，实施“县直机关单位联基地、机关
干部联农户”举措，将油茶造林管护成效与干
部津补贴直接挂钩， 全县所有机关单位按照
人均联建 12 亩新造油茶林的任务，跟踪管护
四年。

夫夷大地，油茶造林高潮迭起。 近年来，
全县新造油茶林 20.2 万亩， 建成集中连片
5000 亩以上的油茶林示范基地 5 个，集中连
片 1000 亩以上的油茶林示范基地 53 个。

通过发展油茶产业， 开展油茶造林，“黑
色”矿区和“黄色”秃岭纷纷披上了绿装，邵阳
县森林覆盖率从 2010 年的 44.29%提高到
2016 年底的 47.8%。 在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同
时， 一片片油茶林成了一个个开在群众家门
口的“绿色银行”。

今年 7 月 10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在邵阳县调研时， 称赞县里通
过大力发展油茶， 实现了由过去煤炭开采等
黑色产业向绿色产业的转型， 找到了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两效统一”的发展新路。

在邵阳县车水马龙的邵塘大道旁，
一处古朴典雅、 高端大气的建筑群在

“中国·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园”内拔
地而起， 这就是投入 1.5 亿元建成，即
将起航的我国南方最大的南国油茶交
易中心。 10 月 27 日，全国各地嘉宾将
在这里齐聚一堂， 参加 2017 中国（邵
阳）油茶产业精准扶贫研讨会暨油茶互
联网博览会开幕式。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将向
全国油茶企业提供交易、金融、供应链
管理、资讯等服务，打造“中国油茶行业
的硅谷”、“中国茶油的交易集散中心”，
从而获取油茶类产品定价权。

为了抢占“制高点”， 掌握“话语

权”， 做大做强油茶产业， 打响油茶品
牌，邵阳县一路前行，一路浩歌。

科技为油茶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 邵阳县积极与中南林业大学、湖南
省林科院等科研单位科技“联姻”，致力
推行标准化栽培技术。 依托《油茶栽培
技术规程》、《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
《油茶工程更新改造技术规程》 等技术
规程，标准化栽培技术被全面推行至整
地垦复、挖穴栽苗、配方施肥、培兜覆
盖、树体培育、绿肥间种、病虫害生物防
治、采摘等油茶栽培全过程。 此外，引进
了我省及湖北、广西、福建等油茶优良
品种 127 个。

据专家测算，标准化栽培的油茶林
可实现提前一年投产，每亩产油量可提
高 5-10 公斤。目前，邵阳县已建立全国
油茶标准化示范基地 20 万亩，去年 10
月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全国首个“国家
油茶标准化示范县”。

科学栽培油茶，邵阳县林业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油茶办主任刘豪健功
不可没。 由他牵头创新的“清树木、清杂
灌、清树枝、清萌条、挖林地、挖竹节沟、
挖施肥沟、防虫、防病、合理施肥”“四
清、三挖、二防、一肥”油茶低改垦覆技
术得到普遍推广，低改后每亩产油量比
低改前提高了 3 倍多。 他个人先后荣获

“绿化三湘贡献奖”等 45 项荣誉。
另外，邵阳县力推油茶产业规模化

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运作。 当前已
培育油茶种植大户 379 户，组建油茶专
业合作社 89 家，建成油茶种植公司 18
家，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大户承
包、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模式发展壮大
油茶基地。 引进和培育瑞柏茶油、华强
粮油、日恋茶油、兴隆粮油等油茶规模
加工企业 4 家，先后打造了“茶仔皇”、
“宝庆桂芳”等 4 个湖南省著名商标，产
品获全国首届绿博会金质产品奖、第九
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等国家
级奖项 5 个。 同时，加快总投资 8 亿元、
集科研、加工、交易、博览、旅游、观光、
休闲等于一体的“中国·邵阳国家油茶
产业示范园”建设，使其成为国内最大
的茶油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相关金融、
物流服务中心，引领中国油茶产业的发
展方向。

随着“金字招牌”越来越多，邵阳县
树起了油茶行业标杆，“让全国茶籽汇
集邵阳，让邵阳茶油畅销全国”的愿景
就要成真。 今年 10 月 1 日清晨，“邵阳
茶油”形象宣传片还在加拿大国际电视
台播出。 不久的将来，一幅“邵阳茶油”
远渡重洋、香飘世界的图景即将呈现。

“一棵茶树一斤油， 子子孙孙不用
愁；百亩油茶万斤油，讨了媳妇又盖楼。 ”
在邵阳县，这首顺口溜，成了油茶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成效斐然的真实写照。

邵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重点县， 贫困人口多， 贫困程度深。
2014 年底有贫困村 160 个， 确定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58425 户 192631 人，接
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为了向脱贫攻坚“深水区”发力，破

解贫困“魔咒”，县委、县政府在产业脱
贫上狠抓油茶产业，努力让贫困群众有
效脱贫、稳定脱贫。

据了解，发展一亩油茶林，第 4 年
开始挂果，第 6 年丰产，盛产期年产油
60 公斤， 可产生收益 4000 元左右，稳
定收获期在 70 年以上。因此，一亩油茶
林就能基本长期有效解决一个贫困人
口生活需要。

找准“法门”，奋力攻坚。 该县成功
将油茶产业申报为省级重点扶贫产业，
帮助每个贫困人口发展 1 亩以上高产
油茶林。 还建立委托、合作帮扶机制，近
3 年发动油茶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个
体大户与 36 个村 1770 户贫困户签订
了委托帮扶合同、50 个村 2275 户贫困

户签订了股份合作帮扶合同， 带动 3.2
万名扶贫对象种植油茶。

以此为基础，经过不断探索，形成
五大助民脱贫致富渠道。 即：油茶生产
与林地流转相结合， 实现以地增收；油
茶生产与劳务用工相结合，实现以劳增
收；油茶生产与生态扶贫相结合，实现
护林增收； 油茶生产与入股合作相结
合，实现分红增收；油茶生产与“四旁”
造林相结合，实现长期增收。

退伍伤残军人周根生发起成立的
邵阳县怡悦油茶专业合作社， 自 2010
年发展油茶产业以来， 在全县 13 个乡
镇、36 个村完成油茶造林 1.3 万余亩，
其中 3000 多亩已开始挂果， 共带动农
户 1869 户、7167 人脱贫致富。 去年，周
根生连获“全国绿化奖章”、湖南省“百
名最美扶贫人物”殊荣。 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今年 7 月在邵阳
县调研时，勉励周根生说：“你的名字叫
周根生，希望你把自己的根始终扎在油
茶产业发展上，带动更多贫困农户脱贫
‘摘帽’、增收致富。 ”

今年 47 岁的蔡桥乡乐山村 3 组村
民周业多，3 年前还是一名贫困户，每年
都得四处借钱给小孩交学费。 2012 年
他开始利用贴息贷款，跟随油茶产业大
户周根生发展油茶产业，目前已发展油
茶 300 多亩。 采访中， 他乐滋滋地说：
“每年务工收入有 2 万多元、 土地入股
分红 5000 多元， 油茶进入盛产期后还
能享受资金入股分红。 ”如今，他不但一
举摘掉了“贫困帽”，还建起了新房，新
增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
器，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勤耕出硕果。 目前，邵阳县贫困群
众人均每年可通过油茶增加纯收入
1000 元以上。 近 5 年来，该县油茶产业
累计带动 3.1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
致富。

油茶产业，已成为邵阳县最耀眼的
“脱贫高地”。

昂扬再出发。 乘着党的十九大召开
的东风，油茶，正在邵阳县这方美丽富
饶的土地上，续写着新的传奇。

重振“天然油库”
全力建设“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

广开“绿色银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铸塑“金字招牌”

让全国茶籽汇集邵阳 ，
让邵阳茶油畅销全国

崛起“脱贫高地”
一亩油茶助力一人脱贫

全国油茶基地示范县牌匾

国家地理标志牌匾

连绵起伏的油茶林

农户喜摘油茶果

白仓迎丰油茶基地进入采摘期。

（本版图片由邵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邵阳县
委书记蒋伟
（右二）在油
茶标准化示
范基地向客
人介绍邵阳
县油茶发展
势头。

坡坡油茶林，绿浪连天，涂染出一幅幅产
业发展蓬勃兴起的动人画卷。

处处油茶香，幽幽沁心，氤氲着一张张梦
想成真喜悦难掩的幸福笑脸。

邵阳县，这颗镶嵌在资江上的明珠，因为
“油茶梦”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愈发闪亮。

近年来，邵阳县委、县政府立足资源禀
赋，举全县之力、集全民之智发展油茶产业，
铺就一条富民强县的金光大道。 如今，全县
油茶林种植总面积达到 65.4 万亩，茶油年产
量近 2 万吨，年产值超过 12 亿元，均居全省
前列。 先后荣获“中国茶油之都”、“中国油茶
之乡”、“国家油茶标准化示范县”等 8 块“国
字号”招牌。 继前几年相继举办首届全国林
业标准化工作会议、湖南省首届油茶产业发
展户外新闻发布会、湖南省油茶产业发展研
讨会等高规格盛会后，10 月 27—29 日，2017
中国（邵阳）油茶产业精准扶贫研讨会暨油茶
互联网博览会又将在“中国茶油之都”———邵
阳县举行。

戴勤 刘飞 陈程

总投资 8 亿余元的中国（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园初具规模。 图为
园区内的南国油茶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