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量翻一番，产值过亿元———

大围山水果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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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张宋姣

晶莹剔透的圆黄梨、 汁多味美的黄
桃红桃、 鲜红油亮的李子……今夏的浏
阳市大围山镇成了水果园。“就连多年不
结果的树， 今年都挂满了果！”7月29日，
看着眼前一树树圆黄梨， 大围山镇长青
果业负责人鲁仕宏一脸笑容。

浏阳大围山水果今年迎来全面大丰
收， 预计产量将翻一番达500万公斤以
上，产值超过亿元。7月27日到29日，湖南
省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大围山水果专场
活动及大围山水果文化旅游节在长沙与
大围山镇同时登场， 为火热的水果季助
阵。

水果大丰收 节会来助力
7月27日下午3点，长沙市梅溪湖“步

步高新天地” 果香四溢，“品浏阳河源头
鲜果·享大围山夏季清凉”———湖南浏阳
大围山第九届水果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
此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品果、购买。

活动现场， 大围山水果电子采摘地
图首次对外发布。大围山镇人民政府、大
围山水果联合社与步步高集团、 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签约， 鲜美水
果及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销售快车。与
此同时，10余家大围山水果合作社也在
现场布展， 提供免费水果品鉴及现场销
售服务。

自2010年起， 一年一度的大围山水
果文化旅游节开始举办， 成为浏阳乃至
长沙知名的文化旅游节会品牌。

“希望利用节会的旅游杠杆效应，吸
引更多来自全省乃至全国的游客了解大
围山、走进大围山、结缘大围山。”大围山
镇党委书记傅爱华说。

水果大丰收 旅游跟着火
“七月骄阳胜似火， 不及鲜果甜心

头。”水果文化旅游节开幕的第二天就是
周末， 主场随之转移到大围山。 水果采
摘、登山、避暑、漂流等活动，让游客们直
呼过瘾。

“今年来漂流的游客人数比去年翻
番了。”大围山狮口战地漂流负责人周谊
告诉记者,“特别是周末这两天，大围山水
果节吸引大量游客过来， 我们几家漂流
公司都忙得不可开交。”

“节会的3天内，销售了水果15万公

斤，吸引了大约5万人到大围山旅游。”大
围山镇镇长邵劭说， 水果节带火了水果
销售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近年来，大围
山镇游客人数年递增20%以上。

搭好水果台，唱好旅游戏。去年建的
大围山镇水果公园， 集生态示范、 生产创
收、赏花品果、采摘游乐、休闲度假于一体，
目前已成为当地发展水果旅游的样板。

该镇还对锦绶堂、 楚东村传统村落
等古色、 红色文化景点景观进行改造升
级，将古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
有机融入旅游产业中。

水果大丰收 增收靠品质
“今年气候情况好，全镇水果产量迎

来大丰收。”大围山镇水果种植联合社负
责人吴伏平介绍，今年水果普遍丰收，价
格也只是略有下降， 比如翠冠梨去年16
到20元每公斤，今年也差不多。目前，这
个品种的梨子第一批上市就已基本售
完。第二批上市的梨是圆黄梨，目前
上市才一周， 价格每公斤在16至18
元。

“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大家都
在推销自己家的水果。”吴伏平说，今

年果农在销售上打了提前量， 很多合作
社借助了线上销售，“在镇上的快递发货
点， 发出去的水果比去年多了10倍以
上”。

水果丰收了如何做到果农增收？在
吴伏平看来，除了广开销售渠道，关键在
于保障水果品质。

大围山镇生态环境优美， 气候独特，
昼夜温差大，适宜水果生长。果农为果树
安上活动的大“雨伞”，不用担心长时间雨
水影响；果树的有机肥都取自本地，如牛
羊粪、培植蘑菇的下脚料以及菜枯饼等。

近年来， 大围山镇特色水果种植规
模每年以2000至3000亩的速度递增，目
前种植总面积已超过2.5万亩。同时，水果
品种也在不断丰富、改进，其中桃类品种
50个，梨品种42个，李品种25个。

经过多年努力，“大围山梨” 已成为
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大围山水
果品牌越来越响。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伟 何顺

7月18日清晨， 祁阳县三口塘镇丝
塘村，一群鸽子飞向蓝天。

“指挥”这群鸽子的是76岁的王时
江，大家都叫他“鸽王”。

2012年，王时江在一次意外事故中
摔断右脚，花费一大笔医药费，还是被
迫截肢，他一家人也因此成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一向乐观的王时江整天长吁短
叹。

这时， 家人对王时江不离不弃，经
常开导他，帮助他重树信心。

2012年底，王时江在电视上看到养
殖肉鸽劳动强度不大， 销路还不愁，适

合自己创业。 于是，他决定发展肉鸽养
殖。

2013年初，王时江拿着儿子辛苦攒
下的全部积蓄，购回100对种鸽。 由于不
懂技术，没过多久，种鸽竟然莫名其妙
都死了。

“我坚信创业的方向正确，是方法
出了问题。 ”王时江拄着拐杖远赴浙江、
湖北等地学习养鸽技术。 他不但认真请
教，还主动在鸽舍旁搭起床铺，细心观
察鸽子的习性。

通过学习，王时江意识到自己养鸽
失败的原因，是笼养导致鸽子抵抗力下
降，极易感染疾病。

2015年，王时江用借来的钱再次购
回100对种鸽，并实行放养。 刚开始，飞

走不少鸽子。 王时江不着急， 仍旧每天
放飞。 后来，鸽子渐渐习惯了“新家”，纷
纷飞了回来，成活率达到96%以上。并顺
利孵化出一批仔鸽。

王时江放养的鸽子肉质好，回头客
越来越多， 养鸽规模不断扩大。 王时江
还向附近的贫困户免费发放玉米种子，
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回收，解决了养鸽
的饲料问题，还帮助贫困户脱贫。 2017
年，王时江盖起三层小洋楼，一家人脱
贫摘帽。

王时江还无偿地手把手地教大家
养鸽，他常说：“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
能睡大觉，人只要精神不倒，身残志坚
照样能创造财富。 ”在他的带动下，已经
有5户村民通过养鸽脱贫。

湘潭通报8起食药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杨学科 吴漾）

今天，湘潭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上半年稽查的“4·04生
产销售假冒国际知名品牌化妆品”“‘牛栏山’ 白酒制假案”等
全市食品药品稽查打假8大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今年4月4日至5月13日，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
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 成功破获特大生产销售假冒化妆品
案，先后两次在湖南湘潭、株洲和河南平顶山3地开展的收网
行动，共计查扣假冒化妆品83020盒，包装盒1163个，涉及42
个品种高档化妆品品牌，货值达4000余万元。 目前，已捣毁售
假窝点4个，抓捕犯罪嫌疑人16人,批捕12人，该案被国家总局
挂牌督办。

5月15日,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顺鑫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打假人员，开展酒类专项整治，在岳
塘区新旺酒水食品店发现其销售的“牛栏山陈酿白酒”和“牛
栏山二锅头白酒”系假冒白酒。 随后，执法人员在该店仓库又
发现10个品种的“牛栏山”系列假冒白酒，共计720件，涉案货
值17万元，执法人员当即扣押上述批次白酒。

据了解，上半年，该市立案查处各类违法“四品一械”案件
492起，罚没合计452.8万元，联合公安机关侦办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案件16件,抓捕犯罪嫌疑人17人。

洞口小保单解决扶贫大问题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实习生 罗曼 通讯员

谢定局 王周黄）“感谢党和政府为我家购买了扶贫特惠保险，
解决了我家的大问题！” 近日， 洞口县雪峰街道红卫村村民
向黎明接过保险公司理赔员送来的1.5万元理赔款， 激动不
已。 向黎明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7月5日， 他父亲向杰华不
慎摔倒， 导致脑部出血， 经抢救无效去世。 由于当地政府为
向黎明家买了扶贫特惠保险， 保险公司经调查核实， 及时将
理赔款送上门。

为切实保障贫困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减少因病因灾和突
发意外事件致贫返贫， 今年， 洞口县投入577万多元， 为
30239户贫困户106947人购买了每人54元的扶贫特惠保险。
扶贫特惠保险包括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伤害等4个险种， 参
保贫困群众最高可获10万元理赔金， 增强了贫困家庭抵抗意
外风险的能力。

祁东扶贫队员
勇救落水男童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付姣龙）“叔叔, 谢谢你
救了我!”7月29日上午，祁东县白鹤街道
荷花村9岁男孩小江随家人专程来到该
县粮市镇政府，见到了救命恩人陈峰，送
上锦旗感谢救命之恩。

“救人啊！ 快来救人啊！ ”7月27日下
午，祁东县归阳镇湘江一渡口旁，一个男
童意外溺水， 在此路过的驻粮市镇东安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陈峰冒着生命危险，3
次潜入湘江搜救， 最终在离渡口约50米
处，将落水男童拽出水面。

据介绍， 当天，9岁男孩小江来归阳
镇外婆家玩，不慎滑入湘江中。 陈峰刚好
路过，听到有人呼救，立即跳入水中。 快
速游至小孩沉没处摸索，但越走水越深，
他1.7米的个子也露不出头。 归阳镇中学
老师李建军以及一些过路群众也纷纷加
入救援。

陈峰3次憋气扎进水里，终于摸到了
男孩并将其托出水面。 随后，男孩被送往
医院抢救，目前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康复
中。

今年35岁的陈峰在归阳镇计生服务
所工作。 去年5月，他自愿报名参加扶贫
工作队。 他说， 救人完全是一种本能反
应。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烈日炎炎，酷暑难耐。 但在刘崇云
的茶馆内， 喝茶纳凉的游客络绎不绝。
伴随着悠悠蝉鸣和潺潺流水，游客们边
喝茶边沉醉于青山秀水之中。 在新化县
奉家镇渠江源村，通过“一村一品”示范
建设和“乡村旅游+特色产业”，以往不
为人知的“闺秀”，逐步走上“厅堂”，成
为娄底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

渠江源村为新化县偏远山村， 由原大
桥村和川坳村合并而成， 海拔达700至
1200米，是典型的高山气候。 这里群峰叠
翠，碧水长流，常年云雾缭绕，为优质的茶
叶生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所生产的茶叶
香气弥漫，味道醇厚绵柔。村民唐喜生自豪
地向记者介绍：“我们蒙眼冲的云雾茶很早
就是贡茶，自己种的土茶也是抢手货。 ”

“渠江源茶叶产业的兴旺，主要得
益于乡村旅游的兴起和产业的集约化

经营。 ”奉家镇党委书记刘群群说。
渠江源村原有茶叶面积30亩，随着

新化县全域旅游兴起， 游客逐年增多，
当地特有的云雾茶一时间成为抢手货。
当地干部群众以蒙眼冲为中心，延展茶
叶种植规模，形成连片茶园。 依托规模
优势，奉家镇将蒙眼冲打造成集茶叶产
业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旅游景区。

每逢新茶吐绿或是盛夏时节，许多
游客慕名而来，观青山秀水，赏蓝天白
云，品云雾香茗。 朴实的村民，拿出新茶
招待游客。 村民刘崇云介绍：“用本地的
山泉水泡云雾茶，才是最地道的。 ”

在村民唐喜生和刘崇云合伙开办
的农家乐里，早已坐满“茶客”。 游客张
学兵倚窗而立，一边品尝云雾茶一边欣
赏窗外景色，他笑着说：“除了宜人的景
色外，最吸引我的就是云雾茶。 ”

几年前，因为人手少，唐喜生将自
家5亩多茶园转给茶厂集中经营， 自己

保留了1亩多茶园， 供游客采摘体验和
零售。 他说：“土地流转每年能有1万元
收入，加上自家的茶叶和农家乐，一年
收入超过了5万元。 ”

目前， 渠江源村形成了2个大型茶
厂，茶园面积达5000亩。 通过土地流转
和规模化经营，当地茶叶的生产方式从
以前的粗放型手工制作，转变为标准化
的加工生产，既保留了部分传统制茶工
艺，又实现了现代化链条式生产。

在大型茶叶企业的带动下，村民们
纷纷向茶叶产业靠拢， 或加入合作社，
或开办农家乐，或搞特色种养。 刘崇云
说：“以前的土茶， 销售难， 卖不了几个
钱。 现在跟着制茶企业，品牌打响了，去
年一亩地光卖粗茶就有1万多元收入。 ”

乡村旅游的兴旺和茶叶产业的成
型， 为渠江源村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基
础。 对于未来发展，村党支部书记奉友
辉成竹在胸：“今后将在做强做优产品
上下功夫， 打响渠江源云雾茶品牌，建
成茶叶生产、休闲旅游、农家体验、文化
品读于一体的特色新农村。 ”

桃江：南竹产业园
获评国家示范园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刘美玲 刘迪钦 记者 杨军 ） 今日，
记者从桃江县林业局获悉， 经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审定， 桃江南竹产业
园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南竹产业示范
园。 此次共认定国家级竹、 藤园区5
个， 我省仅桃江一家。 近年来， 桃
江着力培育龙头企业， 打造竹产业
集群， 先后投资9.15亿元建设南竹
产业园 （含“一园四区”）。 目前，
园区已建成标准化厂房10万平方米，
引进竹产业深加工项目11个， 投产8
个。

泸溪：“助学贷”
圆贫困学子大学梦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李杰 记者 余蓉 ） 今日，
泸溪县教体局助学贷款管理处， 前
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及家长们络
绎不绝， 填表、 签字， 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 不一会儿， 所有贷款手
续便全部完成了。 该县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试点工作作为
经验在全省推广。 截至目前， 该县

“助学贷” 1062.75万元， 圆了1635
人大学梦， 同时， 发放学前至高中
阶段贫困学生生活补助和免学费资
金1145.8万元， 惠及12190人次。

新闻集装

老百姓的故事

乡村振兴纪实

七旬腿残老人创业成“鸽王”

“雾”里看茶

� � � � 7月28日，资水南岸益阳龙洲广场段，升级打造的资江风貌带郁郁葱葱。 2016年以来，益阳市完成了
资江风貌带12.3公里提质建设，防洪大堤得到进一步加固，城市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功能得到增强，实
现了防洪功能与景观功能的有机结合。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资水之畔
绿色益阳

桂东黄桃：脆、香、甜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郭兰胜）

7月27日，2018年桂东电商扶贫黄桃节在桂东县开幕，郴州市
青年电商创意销售大赛同时举行。

由桂东县政府、共青团郴州市委共同主办的这两大活动，
吸引大润发超市、河马团购、京东等全国70多家采购商、电商
参加。

桂东是国家级贫困县和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桂东黄桃生长在海拔800米
以上的深山之中，以脆、香、甜而闻名，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广黄桃，助力贫困群众脱贫。目前，全县种
植黄桃1.2万余亩，年产100万公斤以上。为打开黄桃等销售渠
道，该县建立农村配送网点200多个，引进顺丰、申通、圆通等
快递业务机构20多家，还组建了桂东氧天下山货（集团）有限
公司，对黄桃实行兜底收购。

这次桂东黄桃节内容丰富， 包括产销对接洽谈、 基地参
观、进城参展、电商创意销售大赛等，活动将持续至8月中旬。

宁乡黄桃：大、香、甜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李曼斯 刘石江） “个大、 果香、

味甜， 黄鹤黄桃确实好吃！” 来自宁乡市坝塘镇的谢小宁女
士在品尝完新摘下的黄桃后称赞。 今天， “2018年网销‘一
县一品’ 进社区” 扶贫成果展示暨宁乡市首届黄鹤黄桃节，
在宁乡市巷子口镇黄鹤村航空基地开幕。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打通精准扶贫农产品销售的绿色通
道， 建立产销密切衔接的新型农商关系。 “黄鹤黄桃” 将搭
乘各大知名电商平台， 走出湖南， 走向全国。

据宁乡市巷子口镇党委书记喻林义介绍， 巷子口镇黄鹤
村充分利用自身高山富硒、 沙性土壤的先天优势， 大力推广
生态种养技术， 黄鹤黄桃生产基地不断壮大、 品质不断提
升。 目前黄鹤村采取“合作社牵头、 大户带小户” 的模式发
展黄桃产业， 其中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大户6户， 贫困户和
一般种植户200多户。 今年黄鹤村的黄桃产量预计达35万公
斤， 产值将超过800万元， 可为村民人均增收1900多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90669
0 1241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8
540
5437

5
6

108

191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013
61313

282
153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7月30日 第2018088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1204 09 17 18 23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30日

第 201820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37 1040 246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39 173 145147

0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