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陈永鹏

11月9日，2017双峰（湘中）首届农
特产品博览会在双峰县青树坪镇开幕。
连日来，淮山、蛋白桑、豆皮、辣酱、家常
豆豉等一大批当地的农特产品通过博
览会这个平台，飞入了千家万户。

乡里办起了农博会
“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逛农博会

呢，既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还能买
到当地的农特产品，真是方便呢。 ”11月
12日上午， 在农特产品博览会现场，家
住青树坪镇石子江村的阳爱民提着一
大袋农产品对记者感慨道。

作为一名热爱美食的人，阳爱民说
自己这么多年来，至少逛过上百场农博
会， 但是逛在自己家乡举办的农博会，
还是头一遭。

听说在青树坪镇办农特产品博览
会，青树坪镇女婿、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的美籍教授斯克特也带着朋友、抱着宝
宝来到了现场，买淮山、品土蜂蜜，还登
上了农博会的大舞台，倾情献唱。

此次农博会地点为何选在青树坪
镇？ 活动组委会副主任王冠对记者解
释：“青树坪镇自古便是商贾重镇，商贸
物流发达，又是有名的农业重镇，盛产
粮食、淮山、茶叶、生猪等农特产品，如
今更是修建了全县唯一一家高标准、现
代化的农贸市场。 举办农特产品博览
会，可谓有基础、有条件。 ”

贫困户的大舞台
11月12日上午，在农特产品博览会

的分会场，还表彰了11位“艰苦创业模
范”“勤劳致富模范”代表。 他们不仅成
为本届农博会的“明星”，更以自强自立
脱贫致富的事迹感染了现场不少人。

“勤劳致富模范”陈富贵的展位前，

水豆腐、辣酱、鸡蛋、米粉、腊肉等乡里土
特产摆了整整一排，“豆腐是我自己手工
做的，米粉、腊肉和鸡蛋是我从农民家里
收的，全部货真价实。”看到有人上来问，
陈富贵忙着推销起来。

今年32岁的陈富贵是青树坪镇归
古新村人，18岁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
征。 虽说身体不好，但是陈富贵靠着坚
强的意志，办起了豆腐作坊，又在当地政
府和湘滇电子商务公司的帮助下，创办
了自己的微店———“妈妈的味道”，销售
当地的农特产品。他说：“赶上了好时代，
去年脱了贫，今年奔小康。 ”

“这次我们专门开辟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农特产品销售区， 让贫困户成为这
次农特产品博览会的‘主角’。”青树坪镇
党委书记李国庆告诉记者。

土货“俏”起来
既然是农特产品博览会，自然就少

不了“农特”产品。 青树坪淮山和蛋白桑
当之无愧成为这次农博会的“特色”。

“这几天下雨，淮山不好挖，现在我
都欠了客户3万多块钱的货呢。 ”在双峰
县巡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展位前，
理事长范江华有点苦恼。

原来，这次参加农博会，合作社的淮
山存货不多，没想到第一天就全部卖光
了。 这几天又因为下雨，没有开挖，所以
只能接受预订。

而蛋白桑，是今年双峰县的重点产业
扶贫项目，目前全县已种有3000多亩。 在
双峰县金土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展位前，蛋
白桑饲料、蛋白桑蔬菜、蛋白桑饲料喂养
的土猪成为了“抢手货”，每天带到现场来
的产品，基本上上午就可以卖完。

“蛋白桑种植简单，见效快，我们合
作社明年还将扩建1000亩，还准备制作
蛋白桑茶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金土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小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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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 法治建设既是新思想的基本方
略，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规范和保障。
近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岳阳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表示，结合
十九大精神，岳阳将以“四个一”构想未
来法治建设，谱写岳阳法治新篇章。

胡忠雄表示，要突出“一个主题”。加
强法治建设， 必须把服务发展作为鲜明
主题，紧紧围绕实施创新引领在岳阳、开
放崛起在岳阳“两大战略”，打好园区建
设、交通建设、港口建设、脱贫攻坚“四大
会战”，强化法治亮剑护航，做到中心工

作推进在哪里，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要助推改革攻坚， 坚持以法治思维谋改
革、抓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实行“三
清单一目录”，推出产业园区、非公经济、
金融业、开放型经济“四个十条”政策套
餐，以法治红利维护改革红利、释放发展
红利。 要创优发展环境，加强市场监管，
查处违法经营，发布诚信“黑名单”，着力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的市
场环境。 要守牢生态红线，认真落实“大
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实施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全面推行“河长制”，保
护好绿水青山。

胡忠雄表示，要强化“一个导向”。推
进法治建设， 必须把关注民生、 服务民
生、保障民生作为根本导向和价值追求。
坚持立法为民，积极用好地方立法权，实
行“开门立法”，目前，制定出台首部地方

性法规《岳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即将出台《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
保护条例》。 坚持执法安民，构建完善社
会治理服务体系，健全“三调联动”机制，
严厉打击各类犯罪行动等突出问题，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坚
持普法惠民，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扎实开展做“法律明白人”微
宣讲等主题宣传活动， 建设法治文化主
题公园，让法治的力量深入人心。

坚守“一条底线”。胡忠雄表示，司法
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
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以决策
公开、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和司法公开为
核心的“四公开”行动，大力整治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
难，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六难三案”

问题，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
无法藏身。强化现代科技运用，充分运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推进政法综治
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消除“信息孤岛”，不
断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抓住“一个关键”。 紧紧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树立“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等法治理念。
规范权力运行，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完善党委（组）议事决策规则，加强权力
运行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 提升法治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纳
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
标体系，认真落实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务
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等制度，不断提
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湘茶品牌整合，做大做强湖南绿茶

大湘西82家茶企
共用“潇湘”品牌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黄德开）省政
府推进湘茶品牌整合，着力打造大湘西绿茶公共品牌“潇湘”，推
进茶业精准扶贫。目前，大湘西已有82家茶企共用“潇湘”牌。今天
下午，中国茶叶学会在长沙举行“大湘西潇湘茶品牌发展论坛”，
国内茶界专家献计献策，助力“潇湘”打造全国名牌。

湖南绿茶品牌“散、小、弱”，制约茶产业做大做强。 为推进湘
茶品牌整合，2015年以来，省政府每年投入上亿元资金，从基地、
加工、营销等方面，重点扶持大湘西绿茶公共品牌“潇湘”。

经过近3年努力，湘茶品牌整合已初见成效。 大湘西各产茶
县，统一主打“潇湘”茶叶公共品牌；82家茶企共用“潇湘”品牌，实
现了古丈毛尖、黄金茶、碣滩茶、怡清源、石门银峰等名茶优化整
合。潇湘茶网作为公共平台，服务广大茶企茶农，让名茶精准对接
市场，带动茶农精准脱贫。 据相关统计，2016年，大湘西茶农，仅
茶叶一项人均年收入6000元，比品牌整合前增收近2000元。

茶叶产量快速增长，“潇湘”品牌如何行稳致远？ 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宗懋提出，茶叶品质安全保障要放首位，种茶要解决农药
残留超标的问题；茶叶加工要改变用煤烧柴的传统，采用更清洁
的电，茶叶品质全面达到欧美准入标准，拓宽出口渠道。 农业部、
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就“潇湘”品牌如何借力国家产业政策、地域公
共品牌和企业品牌如何联动发展，纷纷献上良策。

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四个一”谱写岳阳法治新篇章
———访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

让“土货”飞入千家万户
———双峰（湘中）首届农特产品博览会见闻

� � � � 11月8日， 资兴市东江街道东江引水工程输水管网建设工地， 施工人员在铺设
管道。 目前， 东江引水工程输水管道管网全面展开铺设， 输水管道总长32千米，
分5个标段同时施工， 预计年底完工通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强辉 摄影报道

铺设引水管道

第十三届“湘台会”、
第二届“电博会”即将开幕
16日至20日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腾海军）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第十三届
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简称“湘台会”）和2017第二届海峡两岸
（长沙）电子信息博览会（简称“电博会”）将于2017年11月16
日至20日在长沙市举办。

第十三届“湘台会”由国台办和省政府主办，省台办和长
沙市政府承办，主题是“科技创新，合作共赢”。 交流会重点邀
请台湾行业公会及电机电子等领域企业家， 围绕两岸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产业交流与合作、创新发展等进行积极探讨。 同
时发挥长沙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吸引台商投资，加快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加快创建国家中心城市。

2017“电博会”由省台办、省经信委、省商务厅、长沙市政
府主办， 主题为“两岸携手， 智能创新， 深度融合， 共享发
展”。 将有来自大陆、 台湾以及海外的250家电子信息企业参
展，设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专业展区，规划400个展位，以机
器人及自动化、电子零组件及汽车电子、云端应用、智能生活
及消费电子等四大主题馆（区）形式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