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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秋风吹，蟹儿肥。
10月14日， 在沅陵县二酉乡清水坪

村，记者品尝到了这里的螃蟹，蟹黄饱满、
肉紧味美、唇齿留香……

与别处不同，这里的螃蟹不是养在湖
里，而是养在稻田里。

近年来，湖南生物机电职院与沅陵县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大批农业专家来到
沅陵的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发展“稻田+”
产业， 在稻田里养出了禾花鱼、 青蛙、螃
蟹、泥鳅……他们带领贫困户走出了一条
生态化、可持续的脱贫致富路。

“稻田+”让农田变聚宝盆

稻田养鱼， 在沅陵已有多年经验。湖
南生物机电职院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挂
职担任沅陵县科技副县长的张建国经过
调研，提出“稻田+”，让稻田养上螃蟹、泥
鳅、青蛙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水产品。

然而，农民一开始并不配合。传统的
“稻田+”养殖技术，必须要对农田进行改
造，田地四周和中心都要深挖沟，既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稻谷成熟时也不利于机械
收割。

张建国组织专家团队进行技术研究、
实践摸索，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动态控制水
位、水跟稻走、片区发展、合理比例投放的
养殖模式。2017年“稻田+蟹”开始推广，
今年上半年5个乡镇共投放20多万只蟹
苗。

效果怎么样？“非常成功，可以说稻蟹
双丰收。” 张建国分析， 稻蟹生态互融共
生，养蟹不能打农药、不用喂饲料。蟹是清
道夫，吃田里的杂草、田螺、虫子，吃得多
排得多，利于土壤改良和稻谷生长，米的
质量也好。综合来看，省了买农药的费用，
米的价格翻倍，加上螃蟹的收入，平均每
亩增值3000多元。

沅陵县邂元稻田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李泽辉告诉记者，今年他们
以200元每担的价格收购稻田混养的
干谷，远远高于国家收购价；但还是有
人不卖给他们， 把米卖给了外省经销
商，价格高达每公斤14元。

据统计，沅陵县杜家坪、楠木铺等5
个乡镇已创建7个集生态农业、 创意农
业、农事体验、民宿民居于一体的生态

农业和田园综合体示范基地， 发展稻蟹、
稻鱼、稻蛙、稻泥鳅共计5800多亩，亩平
增收1000多元， 预计2900户受益， 其中
2000余人脱贫。

专家送技术促产业升级

这样的扶贫举措， 不只是在沅陵。湖
南生物机电职院发挥专业优势，主动与沅
陵、武冈、新化等10个县市建立特色产业
战略合作关系，促进贫困县的产业结构升
级。

扶助产业发展，技术是保障。“专家要
下到基层，解决问题，或雪中送炭，或锦上
添花。” 湖南生物机电职院副书记、 副院
长黎移新介绍， 学校组织专家110余人，
为10个县市区的农业产业园、4个省级扶
贫点、36个新型经营主体开展“一对一”
科技服务。充分利用“全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示范基地”“湖南省现代农业技术培
训中心”等平台，对农民进行继续教育培
训，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脱贫致富。

新化农民刘海辉学成返乡后，利用所
学技能， 规划并建成占地60亩的休闲旅
游度假村，成立电商公司，解决了68名贫
困人口的就业，2017年实现人均增收1.8
万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生物机电职
院帮沅陵获批两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即湖南省碣滩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湖南省新型片式电厂及先进制造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意味着该县部分产
业发展已经走在全省前列，可享受省里相
关扶持政策。”张建国说。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场硬仗
中， 高职院校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湖南生物机电职院院长史明清表示，
学校还将继续发挥职教优势，不断开拓创
新， 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真脱贫、脱
真贫。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曹剑锋)10月17日， 在安化县江南镇金田社区
村，贫困户现场宰杀的猪和牛，被前来参加消
费扶贫的民营企业家买走。当天，益阳市“万企
帮万村”助力脱贫攻坚誓师大会暨消费扶贫启
动式举行，200名民营企业家分赴42个贫困
村， 首批采购了价值近40万元的农副产品，并
与贫困村、贫困户达成收购意向近600万元。

2016年7月开始，益阳市深入开展“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组建起一支由市工商联
180余位企业家、17家异地益阳商会、13家直属
商会协会和县市区工商联系统会员企业组成
的帮扶大队伍，通过捐赠帮扶资金、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消费扶贫等方式，助力脱贫攻坚。其
中，益阳电子行业协会采取“协会+村集体经济
+贫困农户”模式，在赫山区新市渡镇投入80

万元，以村办企业方式开办电容器包装袋生产
项目，解决40名贫困村民就业，为村集体增收
70余万元。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排长
期就业岗位3500多个，还与贫困茶农签订毛茶
收购合同，并设定最低保护价，使贫困茶农能
够长期稳定获益。

目前，益阳市有630多家工商联系统会员
企业、39支企业家扶贫队， 对接60个签约贫
困村，实施产业帮扶项目80个，就业扶贫和异
地招工安置就业人员6959人； 工商联系统会
员企业和异地益阳商会还捐赠帮扶资金3174
万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助力贫困县产业升级

———湖南生物机电职院精准扶贫纪实

益阳“万企帮万村”助脱贫
已捐赠帮扶资金3174万元，并开展消费扶贫等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
波）红心猕猴桃、有机蘑菇、富硒鸡蛋一一晒出
来。今天， 2018年首届岳阳市驻村帮扶成果展示
会暨电商扶贫网购节在南湖广场启幕， 当地137
家参展单位为市民带来了近千种来自大山“最
土”的农特产品，帮助农民把土特产品卖出去。

展会现场，主办方按县（市）区行政区划设
置了11个标准农特产品展示专区，每个专区分

为网销农特产品展示区和驻村帮扶农特产品
展示区两大版块。 现场还设置了二维码扫码
区，消费者通过专门平台直接搜索到各种特产
并进行购买。展会上，还有10家单位、企业和贫
困地区现场签订了供销合同。

近年来，岳阳市在脱贫攻坚中重视驻村帮
扶的牵引作用，1070支驻村帮扶工作队注重发
挥好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通过“村党组织+

合作社+产业”模式，在全市贫困村发展各类专
业合作社951个，产业规模达4.9亿元，吸纳近
万名贫困户参与，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岳阳市贯彻国家“互联网＋”战
略，将电子商务与农特产业、精准扶贫、旅游产
业有机结合， 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 京东、苏
宁、邮乐购、乐村淘、淘实惠等12家电子商务平
台。目前，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已在该市6县
（市） 区落地， 以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组织的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 上线推广培训已全面铺
开， 吸引了贫困户、 微商从业者等人员开店
1704个，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120万元。

组织电商扶贫网购节 集中展示驻村帮扶成果
岳阳近千种“最土”特产齐亮相

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娟)省商务厅今天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269.91亿元， 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215家，各项指标均稳步增长。第三产
业引资快速增长，500强项目引进成效明显，全省
新引进84家“三类500强”投资项目127个。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招商引资各项指标稳
步增长。据省商务厅统计，1至9月，全省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23.11亿美元， 同比增长12.4%；全
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15家， 同比增长72%。全

省实际到位内资4473.77亿元，同比增长16.8%；
有资金到位的内资项目6826个，同比增长25%。

招商引资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引资快速增
长。1至9月， 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3.1%，较去年同期提高9.6个百分点。其中，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增速最高， 达到
241.9%，较去年同期提高196.4个百分点，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
连续多月保持100%以上的高速增长。

聚焦“产业项目建设年”，500强项目引进成

果喜人。1至9月，全省新引进84家“三类500强”
投资项目127个，投资总额3324.56亿元。其中，
世界500强34家、投资项目62个；中国500强40
家、投资项目53个；民营500强10家、投资项目12
个。投资额超过100亿元的项目9个，最大的项目
为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湘阴投资300亿元
建设的恒大湘阴文旅城项目。此外，绿地集团在
株洲云龙示范区投资的文化旅游城项目、 宁波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建设的杉杉能
源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均达200亿元。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胡信松）省国
资委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省属监管企业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收入保持增长，
效益大幅增加。

今年以来，省属国企坚持党建引领，不断
深化改革，生产经营持续改善，质量效益稳步
提升。37户监管企业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收入

3279.9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累计实
现盈利101.3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利25.30亿
元，增长33.3%。有14户企业盈利过亿元，其中
华菱集团、中联重科、现代投资、湖南高速、湖
南建工集团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上缴税收快速增长，37户监管企业前三季
度累计上交税收144.09亿元，同比增长26.3%。

资产规模保持增长， 资产负债率稳步下
降，企业经营实力不断增强。截至9月底，37户
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11409.78亿元；净资产总
额3395.71亿元，同比增长22.9%；整体资产负
债率为70.2%，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今年9月
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华菱集
团、湖南建工集团挺进200强。

招商引资稳中提质
前三季度新引进84家“三类500强”投资项目127个

省属国企前三季度盈利过百亿
累计实现盈利101.38亿元，同比增长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