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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12月16日， 记者在邵阳武冈采访的时候，
看到一道壮观的风景线：漫山遍野，成行成列，
种的是一种名为“青钱柳”的树木。绿色的叶片
形如一串串绿色的铜钱，在风中摇曳。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如今的青钱柳，真正成
了贫困百姓致富的“摇钱树”，这得感谢一个人，他
就是邵阳市政协委员、武冈市政协常委陈立清。

故事还得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在广东
从事加工出口贸易的陈立清， 因为一个偶然的
机会，与青钱柳结缘。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他发
现，青钱柳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因其树叶具有
显著的降血糖功效，而被誉为“植物胰岛素”。而
且，这种植物在家乡湖南邵阳的许多县市，分布
很广，是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2007年，陈立清回到老家武冈。在调研过
程中，最让陈立清痛心的是，因为青钱柳的树干
高且直，一些农民为了摘取青钱柳树叶换钱，在
攀爬采摘无果的情况下，竟然挥斧砍树，许多几
百年的野生青钱柳树就这样轰然倒地。 有一个
县的青钱柳资源发现得早也破坏得早，90%遭
到了破坏。

“这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不能再这么下
去了！” 陈立清毅然全部退出了广东的事业，回
到湖南，一头扎进了山区。他一个山头一个山头
地寻找青钱柳古树，为保护青钱柳四处奔走。陈
立清还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 多次在两会上奋
声疾呼，并通过“政府挂牌”“村上管理”“山民签

约”等多种形式，终于把一棵棵原生古树保护了
下来。这一份坚持，陈立清就做了将近5年。

“保护只是一种手段，但仅依靠保护，并不
能杜绝一些村民对青钱柳的破坏。 怎样才能更
好地保护青钱柳呢？” 陈立清决定注册企业，人
工种植青钱柳，开展研究、保护，并进行青钱柳
系列产品的开发。

然而，青钱柳的种子果壳坚硬，锤子都很难
敲破，新苗成活率特别低。无论是以育种为主的
有性繁殖，还是以扦插为主的无性繁殖，成活率
最高仅有4.1%。成活率过低，成为困扰青钱柳
发展的重大瓶颈。一旦销售端的需求暴涨，好不
容易保护下来的青钱柳古树在金钱的诱惑下又
将岌岌可危。

陈立清请来了由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农业
大学等高校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 用3年时间，
终于攻克了种子破壁技术。2015年， 青钱柳的
扦插繁殖技术也有了历史性突破， 扦插成活率
达到85%以上，取得的4项科研专利均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有效突破了青钱柳育苗繁殖难、产业
发展难的瓶颈。

如今，陈立清的“湖南启康青钱柳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已建有青钱柳种植基地22个，种植
面积近10万亩，育种、培育基地3个，生产加工
厂6家，销售网络遍及中国的东部、中西部地区，
以及东南亚和台湾地区。

陈立清结合青钱柳的产品特性及生长周
期，探索出“公司+基地+农户”的扶贫模式，即
政府提供贫困户名单， 公司免费发放青钱柳幼

苗，并传授种植技术，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这种
模式，既解决了贫困户缺乏创业启动资金、缺少
技术能力的难题，又解决了贫困户的销售困境，
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 产业脱贫。 在扶贫过程
中，陈立清还引入“股权合作”，扶贫对象可以参
与基地建设，也可以户为单位种植，让农民成为
“给自己打工的股东”。

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一位姓罗的村民为记
者算了一笔账：“现在青钱柳的保底价格是6元
每斤，种植一亩，前五年年均亩产收入就可以达
到3万元。第二个五年年均收入能达到6万元每
亩。有这样好的收入，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

目前， 启康公司在武冈地区帮扶建档立卡
贫困户已达1.1万人，为农户直接创造了20万个
就业机会， 参与种植青钱柳的贫困地区农民每
亩增收5000元。

启康公司先后被授予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
企业、 湖南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示范企业等荣
誉称号。2016年， 公司青钱柳人工繁育种植星
创天地项目， 被科技部纳入第一批国家级星创
天地项目。

采访中，陈立清介绍，这几年，由于青钱柳
资源少，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青钱柳产品供不应
求，已有多家企业开始关注并开发青钱柳产业。
湖南的青钱柳产业，计划至2022年，实现园区
化科研加工生产，每年的原叶总产量，将足够支
撑市场将其转化为不低于5万吨的青钱柳茶饮
和保健品，实现年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有望
成为湖南省新的千亿支柱产业之一。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刘炬 )今天上午，湘潭产业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辖的湘潭产业私募
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与首批获得投
资的15家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签订了投
资合作协议。 这标志着湘潭在推进金融
创新、 服务农业产业化上又迈出了坚实
一步，这也是湘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专项基金与相关企业对接、 加速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加快推进湘潭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去年底，
湘潭市政府决定由市农委牵头， 以湘潭
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平台，组
建湘潭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湘潭产
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湘潭

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控股”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负责农发基金的
开发与运作。 农发基金总规模为50亿
元， 主要为湘潭农业产业化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 基金全部投向农业产业化企业
项目， 重点扶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以及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感谢市委、市政府为我们这些企业
的发展助力加油，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借助基金这个杠杆，把企业发展好，带动
更多农民致富。”湖南雁湖农牧有限公司
负责人激动地告诉记者。

下阶段，湘潭将继续整合资源，稳定
银行融资，创新融资模式，确保规范运营
与投资实效，吸引更多优质资金投入，助
推湘潭现代农业迈上新台阶。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安志平）“有了这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 我们真正成了土地的主
人。以后，钱不够，凭证可以去做抵押贷
款，还可以流转，真好！”今天，长沙市雨
花区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
仪式，在跳马镇跳马村举行，该镇的1.5
万户村民都有了土地“身份证”。和其他
村民一样，跳马村的龚德明可开心了。

龚德明翻开刚刚领到的证书， 只见
里面有证书编号、发证机关、日期、承包
户家庭基本情况以及详细的土地承包范
围、面积、地块分布图。扫一扫证书右上
角的二维码，还可以查询到承包方代表、
权证代码、承包地总面积、承包地块总数

等相关信息。
雨花区副区长刘江红介绍， 以前，农

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大家只有使用
权。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后，
意味着农民拥有了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使用权、收入和处分权等多种权利，相当
于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了他们的“活资
产”，可以享受国家相关惠农政策，还能用
来抵押贷款，扩大经营规模。

今年，雨花区被纳入全国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100个县区之
一，并在全市率先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这次，首批《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下发，标志着该区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一步。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
员 张前宝 郭兰胜）12月15日， 桂东县政府与
步步高集团签订扶贫战略合作协议， 让桂东县
优质、 绿色的农产品通过步步高超市销往千家
万户，助力当地贫困户脱贫攻坚。

桂东县盛产甜玉米、茶油、土鸡、花豆、茶
叶、黄牛肉、黄糍粑等农产品。由于海拔高，生态
环境好，当地农产品具有品质高、绿色无污染等
特点，备受城市居民青睐。步步高集团自今年8
月起，即对桂东县黄桃、甜玉米、辣椒等农产品
进行了产业扶贫专项销售。

近年来，桂东县秉持“原生态、纯天然、全有
机”绿色理念，统一全县农产品商标、品牌，着力
打造桂东优质农产品特色品牌。同时，他们还在
长沙、郴州等大中城市设立原生态农产品超市，
举办“桂东山货进郴城”“桂东黄桃节”等展销对
接会，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组建电商协会，
对接“淘宝网”“京东”“惠农网”等14家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农村电商扶贫服务站32个，支持
贫困户开办山货网店16家。

湘潭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助推农企发展
首批15个投资项目签约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卢宗旺）12月14日至15日，怀化
学院举办2017年创新创业教育与校企
合作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家企
业近200人参加。

近年来， 怀化学院围绕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等发展战
略，以实施创新创业教育为引领，深入推
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建成36
个校内实验实训室和实践教学中心、
130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人才培养基
地，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基地15个。先后

与73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每年有1200
余名学生到合作企业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并就业。同时，分层建立创新创业培育孵
化平台，与怀化高新区创新创业园、武陵
山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签订“双创”攻坚协
议，已培育、孵化创新创业项目71个。

论坛期间， 怀化学院与21家企业签
署了校企合作协议， 为19家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基地、教学实践基地授牌，并与4
家企业签署了侗锦文化创意产品转化合
同，还特聘创新创业导师54名，接受4家
单位办学捐赠共计1118万元。

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怀化学院举办“双创”论坛

雨花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迈步
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发

为贫困百姓种下致富“摇钱树”
———记邵阳市政协委员陈立清

桂东农产品进城助脱贫

12月18日傍晚，长沙尖山湖公园景观栈桥上，游人在冬季夕阳余晖下休闲漫步，
一阵微风吹过，湖水泛起金色的涟漪，四周青山绿树环绕，好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冬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