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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霜降”过
后，各地油茶陆续采摘完毕。据林
业部门测产验收，今年全省油茶普
遍丰收， 油茶籽产量比去年增产
30%左右。

据省林业厅组织专家验收，省
林科院试验林场油茶基地、长沙县
路口镇油茶基地，“湘林”系列良种
油茶亩产鲜果超650公斤； 邵阳县
国家油茶种植标准化示范基地，油
茶亩产鲜果614公斤。 省林科院油
茶研究所所长、国家油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永忠介绍，衡
阳、永州等油茶主产区，纷纷涌现
出一批高产典型，各地油茶普遍丰
收，产量同比增30%左右。可喜的
是,在油茶主产区，最早采摘的油茶
籽已开始上市，开秤价每公斤20元
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茶油价格
仍被业内看好。

邵阳县白仓镇迎丰村村民何午
红流转荒山种油茶，目前已有100亩
进入盛产期， 今年总收入预期可达
30万元以上。油茶缘何普遍丰收?在
何午红看来， 主要是气候的原因。

“油茶有大小年之分,去年是小年,产
量低；今年是大年,产量高。”

对此，陈永忠称，理论上油茶
的确有大小年之分。 但近年来，湖
南油茶科研从“良种+良法”入手，
着力拉平油茶大小年的产量差距。
省林科院直属的油茶高产示范基
地，推广“湘林”“衡东大
桃” 等系列良种， 普及
“大穴基肥、 幼林间种、
修枝整形、精准施肥、密
度控制” 等配套丰产技
术措施， 油茶大小年均

能高产稳产。
据省林业厅统计， 湖南油茶

种植面积已突破2000万亩， 稳居
全国第一。去年是油茶小年，湖南
的茶油总产量24万吨， 占全国半
壁江山,全省油茶产业年总产值突
破300亿元。

陈淦璋

11月24日，长沙梅溪湖首宗限价地
即将挂牌的消息，在市场激起了重重波
澜———“限价地” 住宅毛坯售价锁定在
每平方米9970元，与周边楼盘动辄每平
方米一万多元的价格形成明显反差。

长沙楼市真正起飞，均价不断攀升
逼近万元，就是从2016年下半年的梅溪
湖片区开始的。而今，推出“限价地”，锁
定新建商品住宅售价，传递了政府稳定
房价、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清晰信号。

控制房价， 政策层面也在加力。住
建部会同国土部、央行今年11月21日在
武汉召开部分省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
释放出明确信息：“切实防范化解房地
产风险，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
放松”“引导好市场预期，防止出现大起
大落”“完善土地供应管理，防止高价地
推涨房价”“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而时近年尾 ， 银行信贷收紧 、开
发商面临资金压力 、推盘项目逐渐增

多等因素叠加 ，长沙楼市很难再现今
年初 “量价齐飞 ”“熬夜排队购房 ”的
情形 。

不过，也不要一厢情愿认为长沙房
价马上就会直线下跌。

其一，长沙经济发展良好，人口持
续 流 入 ，2016年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增 加
21.34万人，增量居全国第四位，这些新
流入的人口，不少需要购买“用来住的”
房子；今年这个趋势依然在持续，带来
适量住房刚性需求。

其二， 新房供应受制于近几年的
土地供应不足，还处于一个相对低位。
据省住建厅通报， 三季度末长沙商品
住宅去化周期3.3个月 ，库存有探底回
升态势。但一般而言，库存规模只有维
持在8个月至12个月的去化周期，才属
于正常水平。

由此来看， 梅溪湖首推万元以内
“限价房”引导了市场预期，“确保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应是今后一段
时间的主基调。或许，待到供求关系发
生重大变化， 才会是新一轮调整周期
的开始。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尹
虹 通讯员 李紫薇）今天下午，由省
社科联主办，省保险学会、保险职业学
院承办的第八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
术年会第二场专题报告会“文化强省”
学术报告会在保险职业学院举行。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
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了7届。本届年会以“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为主题，聚焦湖南“五个
强省” 战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 采取1个主场报告会和5个专

场报告会“1+5”的举办模式。
报告会上，怀化学院党委副书

记吴波教授、湖南大学保险研究所
所长张宁博士、保险职业学院教师
张倩分别以《沅水流域民间文化传
承与发展研究》《风险文化理论研

究及其启示———文化视角下
的风险分析》和《以社会责任
为载体， 加强保险企业文化
建设》为题，多维度聚焦湖南
的文化强省建设， 作了精彩
的主旨演讲。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易
湘钰 记者 李国斌）“自强不息，守护
澧水， 保护母亲河， 我们是澧水守卫
者！”今天，我省环保“绿色卫士”们齐聚
澧水河畔的澧县，以实际行动保护澧水
母亲河。

活动现场， 守护澧水的环保志
愿者们分享保护绿水青山的努力和
梦想，他们中有常年驻守在水库、以
水库为家的水政大队工作人员 ，有
建设新农村的循环农业示范企业
家，有义务护林护鸟的古稀老人等。

“绿色卫士”、环保志愿者、市民代表
共同登台发出了“我爱澧水 保护母
亲河”的倡议。

此次活动由省环境保护厅、省文明
办等单位指导，湖南省绿色卫士联合办
公室、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湖南省
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主办，是“绿色卫士
君子之德” 保护母亲河公益行动第二
站，第一站是位于蓝山的湘江源。这一
活动将在我省“一湖四水”相关市县开
展环保宣传，唤起公众保护母亲河的环
保意识与责任担当。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周月
桂 周小雷 ） 一场特殊的消防演习今
天在长沙市消防支队进行，演习向老
挝公安部来湘考察人员展示了湖南
消防管理机制和湖南本土生产的消
防产品，旨在加强湖南与老挝消防产
业合作。

演习中，长沙市自能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向老挝公安部考察人员展示
了环保材料消防器材和最新消防检
测技术。

演习结束后， 老挝考察团来到

长沙万达影院， 考察了电影院的消
防配置情况。随后，老挝考察团与省
商务厅、 省公安厅及省消防总队负
责人交流了消防管理经验， 并对湖
南与老挝消防产业经贸合作问题进
行了沟通。

老挝亿金集团是此次考察的联系
人，集团负责人朱汀介绍，随着老挝经
济建设的加速， 当地消防建设亟待提
升， 老挝政府近期制定了一个10多亿
美元的消防装备采购计划，湖南是老挝
考察团在中国的第一站。

梅溪湖首推“限价房”
意味着什么

谈经论市

多维度聚焦湖南文化强省建设
第八届省社科界学术年会举行第二场专题报告会 “绿色卫士”呼吁保护母亲河澧水

湖南油茶迎来丰收年
多地测产比去年普遍增产30%左右

500名贫困学子
获福彩公益金资助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
者 陈 勇 通 讯 员 龚 毅 ）2017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 福彩公
益金发放仪式， 今天在长沙市
周南中学举行， 来自全省贫困
地区的20名贫困学生代表获得
3000元至 5000元不等的公益
助学金，省文明办、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 省慈善总会等相关
单位领导与周南中学400余名
学生一起， 分享了孩子们穷且
益坚的励志故事。

今年的福彩助学聚焦全省各
贫困县，面向小学、初中、高中三
个阶段的在读贫困学生。10月中
旬活动启动后，省福彩中心收到
2000多份报名申请表，为了搞准
搞实，他们委托第三方监管机构
省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对报名
者入户核实、审核筛选，最终确定
500名受助学生名单。省民政厅、
省福彩中心从省本级福彩公益金
安排190万元，按照小学、初中每
人3000元，高中每人5000元标准
进行资助。

据了解 ，湖南福彩走过了
30年历程，累计销售580亿元，
筹集公益金超过 175亿元，资
助了包括扶贫助学在内的 2.7
万余个福利公益项目，使“福
泽潇湘”成为家喻户晓的公益
品牌。

老挝公安部来湘考察消防产品

初冬好时节 菜农生产忙
11月26日，道县清塘镇原地正禾农场，菜农在培管蔬菜。晚稻收割后，该县农民利用闲置期的农田种植蔬菜

和油菜增收。初冬的田野暖日融融，绿意盎然，田地里处处可见生产忙碌景象。 何红福 周凤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