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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梁华 黄静

一位年迈的母亲，一个多病的妻子，
一双脑瘫女儿。这样一个贫困家庭，靠什
么脱贫？

“靠党的好政策，靠自己加油干！”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高营村贫困户
龙开安说。

龙开安是一位刚强的苗家郎， 在党
的政策扶持下，他靠勤劳、智慧建设家庭
农场， 偿还了脑瘫女儿和妻子治病欠下
的10多万元债务，还让全家过上了好日
子，实现了脱贫梦。

“今年已销售自酿的米酒1万公斤，
养殖土猪100头、土鸡鸭1500只，种植粮
食和蔬菜30亩，收入10多万元没问题。 ”
10月25日，龙开安掰起手指，跟记者算
起了其家庭农场的收入。

2015年， 龙开安创办家庭农场，最

初沿用传统方式， 以高营村高山优质大
米为原料， 酿造苗乡米酒， 坐等客商购
买。 单一的产品、简单的销售方式，加上
资金、技术等问题，农场经营一度陷入困
境。

“好在有扶贫政策的支持，我参加了
两个月农民素质培训， 掌握了大量实用
技术，还学会了上网销售，农场慢慢有了
起色。 ”龙开安说，引进生态型发展理念，
利用酿酒产生的酒糟养土猪， 利用百亩
山林养土鸡，利用山间河塘养土鸭。同时,
利用猪肥料种植粮食及蔬菜、瓜果。 在销
售方面，建起了微信销售平台。 经过摸索
前行，家庭农场生态循环农业逐渐成型。
去年，家庭农场实现纯收入12万元，龙开
安一举脱贫致富。

“计划再建个休闲农庄，提供吃、住、
玩、赏一条龙服务。 ”谈起家庭农场发展
前景，龙开安信心满满。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陈东旭）10月24日，新邵县小塘
镇姚口渡村谢富卿等5户贫困户，收到湖
南呱呱叫食品有限公司发放的麻鸭回收
款9万多元。 今年，他们5户养鸭户均纯
收入达6000余元。

小塘镇养鸭历史悠久。 早在清代，
这里的“生姜炒鸭块” 便闻名遐迩， 成
为宝庆府一道招牌菜。 而由鸭中珍品鸭
掌包、 鸭舌和鸭胗组合的“新邵鸭三
宝”， 成为朝廷贡品。 近年来， 小塘镇
党委、 镇政府不断加大麻鸭养殖扶持力
度， 通过“引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成功吸引在外打拼的孙培红返乡创业，
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 创办了湖南呱呱
叫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 免费为贫困户
发放鸭苗， 发动村民以田间放养的方式
养鸭， 等鸭子养大了， 公司再以保底价
上门收购。

目前，“小塘麻鸭” 养殖已被列为省
重点产业扶贫项目， 小塘镇农户年养鸭
超200万羽。 孙培红告诉记者，其公司今
年免费发放鸭苗60多万羽，带动全镇12
个村近1000户农户养鸭， 其中贫困户
606户，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小塘麻鸭” 助脱贫

“苗家郎” 办起家庭农场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索俪榕）今天，记者从全省地理标志商标工作
经验交流会上获悉，目前，全省拥有地理标志
商标122件，数量居全国第九位，已覆盖14个
市州。“浏阳花炮”“醴陵陶瓷”“安化黑茶” 等
湘字号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产品畅
销国内外市场。

2001年，古丈毛尖获准注册，成为我省首
件地理标志商标。 随后，全省大力支持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 目前， 地理标志商标涵盖了花
炮、瓷器、湘绣、菊花石等传统文化行业和油、
茶、果、畜产、水产等特色农产品领域。 我省地

理标志商标中已拥有浏阳花炮、麻阳柑橘、古
丈毛尖、安化黑茶、石门银峰、永兴冰糖橙等6
件驰名商标。 其中，“浏阳花炮”品牌价值在第
二届中国文化品牌价值排行榜上， 以1028亿
元位居全国第七； 醴陵陶瓷发展到650多企
业，产品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
实现产值624亿元。

“我省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效应日益凸
显。 ”省工商局副局长阳芳华介绍，地理标志
商标品牌的培育发展， 已产生“注册一个商
标，带动一个产业，搞活一地经济，富裕一方
百姓”的重要作用。 如“安化黑茶”成功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后，安化县统一打造“安化黑茶”
品牌，迅速改变了县内茶叶品牌“多、杂、小”
的局面，安化黑茶企业抱团闯市场，产业快速
发展，去年实现综合产值125亿元，带动当地
10万茶农脱贫致富。

阳芳华透露，下一步，我省将加快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步伐， 全力打造地理标志商标品
牌，提升管理水平，营造地理标志商标发展的
良好环境。

今天会上，安化县政府、沅陵县政府、炎
陵县炎陵黄桃产业协会、 江永县蔬菜产销行
业协会等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1至9月，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60443
份、签证金额26.9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88%和
49.4%， 签证数增长率列全国检验检疫系统首
位；其中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41804份、签
证金额19.46亿美元， 为我省出口产品减免目
标国关税约9700万美元。

从国别来看，1至9月，我省对新西兰自贸
协定原产地证书增幅最大，签发证书、金额同

比分别增长614.29%、2120.52%； 对巴基斯坦
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10555份、4.71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177.33%、112.17%；对哥斯
达黎加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也同比增长
一倍以上。

从产品来看， 我省出口产品原产地证书
签证量增幅较大的为装备类产品、 钢铁及钢
铁制品、电信通讯类产品、打火机等。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 原产地证
书是证明货物的原产地的法律文书， 相当于

货物的“护照”，各类优惠性原产地证书（包括
普惠制优惠原产地证书和自贸协定优惠原产
地证书） 是出口产品在目的国享受优惠关税
待遇的必要凭证。 目前我国已签署15个自贸
协定， 有数千税号项下商品可以享受原产地
优惠政策， 但我省还有部分出口产品未申领
优惠原产地证书。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出口企业，
充分利用原产地优惠政策， 更好地开拓国际
市场。

我省地理标志商标达122件
“浏阳花炮”“醴陵陶瓷”“安化黑茶”等湘字号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凸显，产
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出口企业大打“原产地”牌
前9个月我省原产地证书签发数增幅列全国首位
其中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减免关税9700万美元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苏继纯）10月25日，长沙市雨花
区召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
议， 在长沙市率先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获
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雨花区副区长刘江红介绍， 农村集
体资产产权不清晰， 农村集体资产的运
营管理往往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来代
行，政企不分，一直是制约农村集体发展
的根源之一。产权不清晰，必将影响产权
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
将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 影响农民财产
性收入的提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就是要通过资产核定，明确资产产权，激
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做大做强农

村集体经济。
改革怎么改？会议提出，改革将完成

以下任务：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存量调
查核算清楚；确权，认定农村集体资产的
身份人、享有权；配置股份和建立经济组
织， 成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作为特别
法人；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健全各项制度。

改革将给农民带来哪些利好？ 改革
后， 村级集体资产将被量化， 农民变股
东。成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作为特别
法人开展经营活动， 按照市场规律进行
经营。收益后，农民将按照股份获得增收
后的财产性收入。

据悉，今年6月，雨花区被确定为全
国100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区之一，将在两年内完成改革试点。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
天，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应用驱动，云领
未来———2017新华三智绽百城巡展”活动亮
相长沙。此次巡展新华三向业界集中展示了
在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大安全等创新平
台方面的领先技术，以及IT基础设施领域最
新产品，同时也全面分享了如何通过新IT技
术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据新华三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
字经济指数白皮书》调查评估显示，长沙已

经迈开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当前，长沙
在城市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等方面已
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在教育、医疗、公共安
全、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等方面发展也比较
完善。 基于长沙市全面领先的数字经济规
划能力， 相信未来几年随着数字化项目在
民生和治理等领域逐渐落地， 长沙市的数
字经济将会得到飞速的发展。

在此次巡展活动中， 新华三向业界展
示了其新IT技术的重要创新成果。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周月桂）米
字旗、伦敦桥、英式电话亭……今天的湖
南高桥大市场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
洋溢着浓浓的英伦风情， 第五届英国精
品购物节暨高桥进口商品展销会在此开
幕， 现场共有50个英国本土品牌参展。
高桥大市场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的
11个国际商品展示馆的数千种商品同
时现场展销。

据介绍，购物节展览面积达到2700
平方米，将持续至10月30日，现场展示
的英国商品包括汽车、箱包、服饰、母婴、
食品、 日常护理用品等； 同步举行的

2017高桥进口商品展销会，来自46个国
家的红酒、果汁饮料、休闲食品、乳制品、
日化护肤品等数千种商品也在现场展示
销售。

此外， 英中企业商贸对接会将组织
中英企业现场交流，促进产销对接，高桥
大市场负责人表示将组织市场商户与英
国厂家深入交流。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
表示， 希望通过购物节引入更多适合省
内消费者的国外品牌，进一步拉动消费，
满足多样化、 个性化和高品质的消费需
求， 同时也促进湖南企业与英国企业和
品牌之间的合作交流。

雨花区试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第五届英国精品购物节开启
高桥进口商品展销会同时举行

以新IT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
新华三巡展着陆长沙

零陵区40个民生项目集中开工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斌）10

月22日，永州市零陵区“学位、棚户改造建设”40个民
生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41.64亿元。

零陵区将打造学在零陵、健康零陵、幸福零陵三
大品牌，作为加强和改进民生工作的重点。今年，区
里通过投融资加大投入，着力改善教育学位、医疗床
位、棚户安居条件。项目包括新建、改扩建15所中小
学校，新建、改扩建20家城乡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
建设5个棚改安置小区和道路提质改造等。这些项目
的建设工期为1年至3年，建成后，将为零陵区新增学
位2.8万个、医疗床位2000个、安置房566套，将有效
缓解“入学难”“看病难”“安居难”等问题。

安全生产
紧抓不懈

10月25日，衡南县杨
湖镇境内的500千伏江城
线上，省电网工程公司巡
检员登上电塔巡查导向
及线路通道。 近期，该公
司加强电网线路安全巡
查工作力度， 在所辖800
千伏宾金线、500千伏江
城线等共计2317.597公
里线路上部署800余名巡
检员（护线员），确保了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
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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