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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大家注意看上面这一层，是蜂
蜜，中间是花粉。 这一块是子圈，蜂
王一般藏在最底下……”5月27日，
在桂东氧天下山货（集团）有限公司
30号中蜂扶贫养殖示范基地， 公司
养蜂专家王国辉拿起一个蜂巢，给
当地蜂农讲授蜜蜂养殖技术， 并耐
心解答蜂农提出的蜜蜂分窝、 识别
蜂群缺食等问题。

课后， 山货集团还免费发放
6000多箱蜂种，给1039户贫困户。贫
困户可自己养殖， 或委托基地代养
分红。

这是桂东县通过山货集团，对
贫困群众开展产业帮扶的一个场
景。

桂东县地处高海拔山区， 森林
覆盖率达85%，生态良好。近年来，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 该县全面发展生
态产业，野桂花蜜、甜玉米、花豆、玲
珑茶等“山货”产量年年增长。

让“山货”走出“山门”，是帮助
贫困户脱贫的关键。 2016年底，桂东
县成立国有独资的氧天下山货（集
团）公司，并在全县11个乡镇成立分
公司，113个村（社区）成立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采取“统一种养、统一收
购、统一商标、统一销售”的方式，直
接服务于农业产业发展和贫困农民
脱贫致富， 使当地优质农副产品走
出大山。

山货集团下设农业综合开发公
司、供销公司、物流公司3个子公司，
主要负责全县优质农产品的生产、
收购、检测、仓储、流通、销售、加工

和特色农副产品品牌建设工作。 每
年3至4月， 公司会以村级合作社为
单位，进村入户，了解农户产业发展
意愿，共同制定全年产业发展计划，
下发农副产品保底收购品名表，并
与贫困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
对农产品实行保底收购， 形成订单
种植、收购、销售合作模式。

据介绍，今年，山货集团第一批
列入收购品名表的农产品主要有黄
桃、甜玉米、百花蜜、芋头、笋干、优
质稻谷等20多种， 同时确定了产品
质量要求和保底价格， 农户按照质
量要求种植。

为拓宽销路， 山货集团派出专门
营销队伍， 分赴长株潭以及广东、江
西、福建等地，对接大型超市、农贸市
场、果蔬和家禽批发市场、酒店等。

为提升产品品质， 山货集团要

求农户种养时，坚持不施化肥、不打
化学农药、不用工业饲料，打好桂东
农产品绿色、生态“名片”。

品质好，销路广。 如今，步步高、
生源等多家大型超市成为桂东“山
货”长期稳定的采购商。

“在郴州、长沙、广州、东莞以及
深圳等农产品消费需求旺盛的城
市， 我们还设立了特色农产品超
市。 ”山货集团负责人戴晓山乐呵呵
地说，“这些超市集展示、 销售和品
牌宣传于一体， 既是推介桂东农产
品的窗口，又能实现直销。 ”

据介绍，目前，桂东“山货”越来
越受欢迎，今年4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二成多。

山货集团成立一年多来， 累计实
现销售额3000多万元， 带动全县1.28
万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梁利

“湘威运动用品和加伟鞋材近
500名工人的摩托车驾照需要补
办， 已与交警大队衔接加快办理；
湘威三期项目马上要投入使用，企
业招工还要去人社部门衔接。 ”5月
28日，记者见到蓝山县有民间招商
大使之称的“陈姑妈”时，她正忙得
不亦乐乎。

“陈姑妈”名叫陈镜伊，以前曾
在外地某政府部门供职， 因特殊原
因提前退休。 然而，陈镜伊人退休，
心不退休。 这几年， 她心系家乡建
设，发挥专长，先后引进湘威运动用
品、协威橡胶等5家外资企业，为蓝
山产业项目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2004年， 陈镜伊在全球鞋业十
强企业台湾钻石集团上班的侄儿透
露，公司有意在内地设厂。 陈镜伊第
一时间手捧蓝山投资环境介绍书和
招商政策文件走进钻石集团展开游
说。 公司管理层被陈镜伊的胆识和
诚意打动，同意赴蓝山考察，最终决
定将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落

户蓝山。
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员初到蓝山，人生地不熟。 陈镜
伊待客商如亲人，帮助企业处理证照
申领、项目审批、商品检验检疫等事
项。 陈镜伊的热心服务，令客商非常
感动。 客商们考察时，陈镜伊的侄儿
常作陪。 久之，大家也跟着陈镜伊侄
儿一起，亲切地称呼陈镜伊为“陈姑
妈”，这一称呼在客商中流传开来。

凭着真诚细微的服务， 陈镜伊
先后把台湾钻石集团在大陆的研发
和生产中心， 以及多家制鞋配套企
业“请”进蓝山，目前永州已成为国
内最大的“彪马”运动鞋生产基地。

由陈镜伊参与引进的香港新
井集团，该集团人员到蓝山考察云
冰山景区项目后，部分股东当场打
起退堂鼓。正在生病住院的陈镜伊
接到消息， 立即拔掉针头找到客
商， 不仅拿出最新的招商方案，还
热情带领客商爬上湘江源头考察
云海和冰瀑景观。陈镜伊的热心,不
仅成功促成了云冰山景区项目，还
使其投资额增5倍， 总额增加到11
亿元。

湘潭延锋安道拓汽车部件系统有
限公司负责人 徐焦明

我是湘潭延锋安道拓汽车部
件系统有限公司（重庆延锋安道拓
全资子公司）负责人徐焦明。 去年，
我们公司正式入驻湘潭经开区高
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我们公司之
所以选择入驻这里，是因为湘潭这
片土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同时，也跟湘潭经开区热忱优质的
服务密不可分。

去年6月，我带着总部的嘱托，
怀着期待的心情，踏上了湘潭这片
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这里，从企业
注册登记那一刻，我就感受到了湘
潭的速度和热度。 在专职政企对接
人引领下，我们不到4个小时，就完

成了注册登记相关工作。 湘潭经开
区还根据我们开展业务的需求，为
我们量身订制设计厂房 。 不到半
年，厂房完工 ，我们成功入驻并顺
利投产，及时满足了我们对客户交
付产品的承诺。

回望过去，我们深深感受到湘
潭市政府各级各部门人员积极履
行“所有部门都是服务部门”“所有
岗位都是服务岗位 ”“所有公务员
都是服务员 ”的郑重承诺 ，不断将
服务和实惠送进企业 ， 真正落实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的
工作指导思想。

我们公司很荣幸能成为湘潭
的一分子，对在湘潭经开区这样一
方“沃土”上发展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整理）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通讯员
彭展） 5月底， 2条共1.2万平方米
的新型可回收校园跑道， 在江苏
淮安某高校完成铺设， 这是我国
首次采用国产热塑橡胶SEBS材料
制造跑道。 据介绍， 跑道材料由
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提供， 该跑
道最大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 没
有异味， 可以回收。

SEBS是一种高端合成橡胶，
耐冷热稳定性、耐老性、绝缘性优
越，自身无毒，属于环境友好型高
分子材料，有“橡胶黄金”美誉。 巴
陵石化公司是我国第一个拥有
SEBS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

目前， 国产SEBS已广泛应用
于高聚物改性、 胶黏剂和密封剂、

润滑油增粘剂、 高档电缆电线填
充料和护套料、 沥青改性等领域，
但生产新型可回收跑道仍然要依
靠进口SEBS为原料， 进口价格高
达12万元/吨。

巴陵石化橡胶部副经理贺电
介绍， 此次巴陵石化公司采用自
主生产的SEBS为基础原料， 研发
生产的新型可回收跑道为预制型
卷材跑道， 产品性能， 如耐磨性、
防滑性、 弹性、 抗老化和使用寿命
等， 均可与以进口SEBS为原料的
同类产品媲美， 并且可实现回收
再利用。

据介绍， 巴陵石化产品一面市，
SEBS原料价格便降至10万元/吨以
下。

精准扶贫在三湘

“山货”潇洒出“山门”

� � � �桂东成立国有独资山货集团， 对优质农副产品实行统
一种养、统一收购、统一商标、统一销售，带动全县1.28万户
贫困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

巴陵石化“橡胶黄金”
生产可回收跑道

绿色环保，无毒无异味

第十七届湖南糖酒食品交易会
在长沙举行

5月30日，消费者参观湘菜展区。 当天，2018第十七届湖南糖酒食品交易
会在长沙拉开帷幕，展出面积2.2万平方米，约有1500家国内外酒类、食品、饮料、
食品机械、餐饮食材、连锁加盟、创业投资等企业参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民间招商大使“陈姑妈”

不到4小时完成注册登记
■营商环境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