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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种杨梅，
为何冰火两重天

奉永成

湖南的气候和土壤环境适合杨梅生长， 很多地方都
种植了杨梅树。 上个月，是杨梅成熟季节，各地杨梅纷纷
上市，但从销售情况看却是“冰火两重天”。

靖州杨梅这几年经过品种改良和市场推广，名气越来越
响，市场供不应求，在网上卖到了全国，价格也是一路看涨。

而笔者老家永州市金洞管理区也种了不少杨梅树，
种植时间不比靖州晚多少，却一直丰产不丰收。 今年，杨
梅免费摘，也鲜有人问津，多数挂在枝头，最后烂在地里。

原因其实很简单。 靖州杨梅这几年经过品种改良，品
质越来越好，消费者赞赏有加，口碑有了，再加上有效推
广，成为“网红”一点也不意外。 而笔者老家的杨梅，全是
本地品种，自种植后从没有进行过改良，品质和口感已不
能满足消费者需要，滞销在所难免。

在湖南，像杨梅一样，同样的农产品，销售“冰火两重
天”的情况还不在少数。 如，桃树，炎陵黄桃越来越俏，而
本土桃子却越来越难卖等。 种种市场差异表明，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有吃，而是
向品质和口感等更高层次跃升， 这就需要不断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市场需求，及时优化品种结构，
不断改良品种，改进种植技术。

改良品种，改进种植技术，需要农民主动参与。 农民
种地，最怕折腾，要调动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需要政
府部门根据市场信息，及时研判，积极引导。 如，健全农产
品市场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帮助农民与农业经营主体之
间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组织专家传授技术等，解除农民的
后顾之忧。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农民参与才有信心，
改良的品种，才能对市场的路子。 再借助网络平台，经过
有效推广，成为畅销产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投诉有门”“解决有道”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共调处土地
承包流转纠纷19671起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申海洋 曾研）
近年来，随着农民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加之一些“老问题”和

“新情况”交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纠纷明显增多。 记者从今
天开班的全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师资骨干培训班上获悉，今
年以来，全省各地共调处土地承包流转纠纷19671起。

目前，我省14个市州依法成立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
会共119个，共有仲裁委成员2000余人，仲裁委全部建立了
规范的仲裁庭和仲裁制度。 在乡镇一级，全省共有调解委员
会数1745个，配备调解员近万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已
从过去的政府部门“很难插手”、村级组织“不愿协调”和法院

“不予受理”的“三难”境地，真正实现“投诉有门”“解决有道”。
省农委农村经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我省坚持先调解、后仲裁、最后法院判决的顺
序进行。通过大力推行仲裁，我省理顺了农村承包地权益
维护机制，改变了农村弱势群体土地权益维权难的现状，
促进了承包地确权颁证资料和手续的完善。2017年，在全
国土地仲裁综治考评中，湖南获得全国第四名。

这次在长沙举办培训班， 省农委邀请了农业农村部
经管司调研员陈学琪、全国农村土地仲裁专家翁大钢、全
国“十佳仲裁员”陈雄峻等为学员授课，并现场进行仲裁
模拟庭审，着重提高县市仲裁委成员的实操裁决能力。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胡茹珊 刘怡君）今天，湖南省“互
联网+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 全程信息化
管理项目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项目启动
后， 我省将在全国率先实现第二类疫苗
（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
苗）从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到接种的全
程留痕、全程追溯，切实确保疫苗质量和
接种安全。

此次活动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
卫计委、省食药监局、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主办。 记者获悉，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作为全省药品集中采购交易平台，建
立了全省疫苗采购与流通的核心数据源；省

卫计委搭建信息管理系统，重点完成在疾控
机构和接种点的疫苗使用和管理信息；中国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全国疫苗供应
占比最大的电商服务平台。 3个平台互联互
通，搭建“互联网+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全
程信息化管理项目，形成信息闭合环，全面
完整地记录疫苗流通和使用信息。

该项目启动可谓“一举多得”：疫苗全
程可追溯，行政监管部门实时网上监管有
了强大的技术手段； 通过全程信息化手
段，有利于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和采
购单位降低物流成本、采购成本，提升整
体效益；此举打破了医药交易领域的信息
壁垒，在整个行业内起到示范效应。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今天7时5分，一趟D3967次
动车组列车从衡阳东始发，于17时37分抵
达昆明南。 这是首趟衡阳直达昆明的动
车。按计划，从8月2日起，该趟动车将延长
至云南大理。

目前，湖南开往昆明的高铁列车均走
沪昆高铁。今天新开通的衡阳直达昆明动
车D3967次，走衡柳铁路，经永州、东安、
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后，历经10小时32

分，抵达终点站昆明南。返程11时2分从昆
明南始发，21时43分抵达衡阳东。 一等座
票价786元，二等座票价491.5元。

据高铁长沙南站介绍，D3967次从8月2
日起将延长运行至大理。具体运行时刻待定。

今年7月起， 全国铁路运行图进行较大
调整， 我省新开通了多趟高铁动车组列车。
其中，长沙南新开通直达长春、沈阳、太原、
湛江高铁，怀化南新开通直达珠海高铁。 截
至10日20时，新开通车次车票充足。

我省启动全程信息化管理项目
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全程留痕”

衡阳直达昆明动车开通
8月2日起延长至大理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霄琦

7月5日， 两艘载有中国游客的游船
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雨
发生倾覆事故， 引发不少人对出境旅游
安全问题的忧虑。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不少市民
选择跟团或自助出国游。 外出看世界固
然潇洒，但在制定旅行“攻略”时，千万别
忘了为自己购买合适的保险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尤其是境外旅游保险，必不可少，
在选购和理赔上也需特别注意。

保险是出行必备，购买别怕麻烦
出国旅游前买份保险， 不少人认为

仅仅是图个心安。 但一旦意外发生，保险
的保障价值就释放出来了。

“看新闻得知一些出国旅游者发生意
外，很痛心；同时也意识到，出国旅游买份保
险太有必要了！ ”计划近期到欧洲旅游的长
沙市民刘伟坦言， 为自己和家人买份境外
险，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也能有个保障。

如今， 外出旅游有意识买保险的人
越来越多。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最新统计
显示， 近两年来与旅游出行相关的互联
网保险销售持续增加，2018年春节期间，
累计保费收入达到1.93亿元，其中酒店取

消险、 航班延误险等消费体验更强的产
品备受青睐。

“境外旅游一般情况比较复杂，而在
国内投保的普通医疗险不会报销境外医
疗费用。 无论自助行还是跟团游，境外旅
游险都应是必备项目， 市民不能因为怕
麻烦而不购买。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个
人非车险负责人张彦恒表示。

首选意外险，保费低保额高
目前，湖南的平安产险、人保财险、

太平洋产险等都推出了境外旅行保险，
保障范围包括意外伤害、医药补偿、旅行
者随身财产、个人钱财、旅程延误、旅游
证件遗失、行李延误等。 部分保险产品还
能承保“探险”游，如滑雪、溜冰、潜水等。

对于游客而言，境外旅行意外险、境
外紧急救援保险是首选。 这类产品大多
属于短期的单次旅行保险， 可选保险期
间从1天至183天不等， 投保费用通常为
三五十元，多则两三百元不等，保费低但
保额高。

境外旅行意外险的保障范围主要涵
盖： 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10万元至50万
元）、 境外医疗费用（保额10万元至50万
元）、医疗转运及运返（保额40万元至100
万元）、亲友慰问探访、身故遗体送返、航班

延误、随身行李物品损失、旅行证件遗失、
旅程取消或缩短、个人责任等11项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 有的境外旅行意外
险也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游客
遭遇险情， 均可通过电话获得无偿救助。
对前往风险较高地区的游客来说， 这是
一份不可多得的保障。

看清保险条款，留意免责内容
市民根据出境旅游的风险、时长、目

的，选择保险产品时，一定要注意看清楚
保险条款，注意保险内容的免责部分、不
承保地区， 尽可能覆盖意外、 医疗等风
险。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
建议，市民要选择有实力的保险公司，考
察其服务网点的覆盖面和综合实力，特
别是有过全球救援成功案例的， 一旦发
生意外后续服务可以跟得上； 其次投保
应该有所侧重， 保额的多少要根据目的
地国家的消费水平来设置； 购买时可到
保险机构网点，也可网上办理。

张在新介绍， 一些市民买保险后容
易陷入误区，认为既然投保了，旅行中发
生的事故都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 实际
上，每份保单都有免除责任，即保险公司
不提供保障的范围，比如高危运动攀岩、

蹦极、搏击、赛马、赛车、热气球及战争、军
事行动、恐怖活动等引发的意外伤害。

出险后保存单证，便于及时理赔
“出险后，要及时拨打保险公司的服

务电话，咨询寻求救援。 后续理赔材料准
备也要到位， 否则影响服务进程和效
率。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个人非车险负
责人张彦恒说。

他提醒，保留好相关单证，便于及时
顺利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比如，财物遗
失后的报警证明、航班延误证明等。

境外旅游发生医疗费用的， 理赔时
需提供出险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医
疗费用发票原件、费用清单、住院完整病
历、诊断证明原件、交通灾害等意外事故
证明、被保险人银行卡复印件。

有的境外旅游险还包含回国复诊的
费用。 出险客户病情在境外不能一次治
愈，境外又不能逗留过长，那么转回国内
治疗的费用也可报销，相关凭证要齐全。

在意外伤亡事故中， 遗体返运保险金
申请方面，保险公司都要求提供“公安部门
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被
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等单证，有的保险公
司需提供协助申请人办理证明； 如果意外
致残，则需提供伤残鉴定报告。

经济视野 � � �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不少市民选择跟团或自助出国游———

境外旅游，别忘了买保险
谈经论市

� � � � 7月10日，双峰县井字镇莲塘村，电力工人在10KV线路上安装真空断路器。 近期，
我省气温不断升高，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家电网双峰县公司组织电力工人迎高温，战
酷暑，确保群众度夏用电。 李建新 谭忠伟 摄影报道

冒酷暑 施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