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一流农业盛会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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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
年。

11月1日，在长沙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农交会”）开
馆。 展会首次设立乡村振兴展区， 并举办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高峰论坛”。

当天上午，记者在乡村振兴馆看到，一
幅幅精美的图片， 体现了13个参展省市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举措、新作为。实物展
台上的“色香味”，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各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一年来， 已结出丰
硕果实。

下午的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侃侃而
谈。如何践行“两山理念”，如何优化体制环
境， 如何落实科教先行……来自不同领域
的“智囊”，激荡“头脑风暴”，献计乡村振
兴。

透过“农交会”的窗口，省内业界在思
考：三湘乡村如何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
记者逛乡村振兴馆发现，13个参展省

市花了大量的篇幅， 推介产业振兴的经验
和成就。陕西的奶山羊产业、福建琯溪的蜜
柚产业、 山东东阿阿胶产业……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带动了一个
又一个乡村夯实产业基础。

“一年来，湖南推进乡村振兴，突出产
业兴旺，喜见成效。”在湖南美丽乡村展馆，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现场讲解， 过去
一年，湖南着力实施“六大强农行动”，构建
产业发展新格局。

品牌强农方面，突出打造黑、红、绿、
白、黄“五彩湘茶”以及“湖南油茶”等区域
公用品牌。 省财政对列入重点打造的区域
公用品牌，每年支持1000万元，连续支持3
年。

质量强农方面， 长株潭地区完成100
万亩种植结构调整，13个县市区创建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浏阳市等4个县市获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授牌。
特色强农方面， 编制现代农业特色产

业规划，发布《全省“一县一特”“一特一片”
产业发展目录》， 建设四带八片52个基地，
创建认定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示范区（示范
片）30个、省级农业特色产业园100个。

产业融合强农方面， 全省上半年农产

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7880亿元， 同比增
长10.1%；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实现经营收
入242亿元，同比增长14.7%；森林旅游实现
综合收入264.7亿元，为山区农民拓宽增收
门路。

科技强农方面， 全省启动农业农村智
慧产业体系建设， 被列为全国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整省推进示范省， 在全省38个县开
展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试点。

开放强农方面，“湘品出境” 工程扎实
推进，郴州脐橙、怀化冰糖橙、炎陵黄桃等
农产品实现出口破零， 湘南果蔬供港实现
直通。

“没有产业兴旺这个根本，就谈不上乡
村振兴。”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称，湖南
以“六大强农”行动为抓手，坚定不移抓产
业兴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值得高度肯
定。

五美湘村，绘幸福生活蓝图
在农交会“美丽湘村”展馆，记者发现，

湖南的美丽乡村建设有了具体标准， 被量
化为五美，即布局美、产业美、环境美、生活
美、风尚美。

农村如何美起来？ 在农交会长沙市综
合展区，“花卉+草地+盆景+假山+溪流”的
生态家园别具风韵。 展区设计人员向记者
介绍，展区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为理念，结合长沙特色景观和农业元
素，凸显乡村绿色、美丽的内涵。

在全省农村， 生态园林已成为一种时
尚。长沙县浔龙河村、浏阳市沙溪村、韶山
市大坪村、邵东县木林村等一批“绿富美”
示范村，已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样板。

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在论坛上以
《践行两山理念，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为
题，介绍了浙江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让与
会的湖南代表深受启发。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要学习浙
江，坚定推进生态与经济融合发展，推进城
乡并重、区域协同发展；从农村环境整治做
起，深入实施三个‘百千万’工程，加快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依托绿
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省农业农村
厅总农艺师唐建初说。

如何开创农村人居环境新面貌？ 省农
村环境整治专家谢可军介绍， 全省要提升
乡村垃圾治理水平， 完善乡村污水处理设
施，推进厕所革命和粪污治理，加大对农业
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快建成覆盖全
省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 全面推进
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同时，要整治“空心
房”，提升村容村貌，开展乡村绿化行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全省还要营造乡
村文明新风尚。 着力实施农村思想政治建
设、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公共文化繁荣、移
风易俗等“四大工程”，培育一批特色文化
乡村，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此外，全省要推进“五大行动”，即实施
村级组织夯实提升行动、 村级民主制度健
全行动、村级公共服务完善行动、村民自治
实践深化行动、实验示范单位创建行动，开
拓乡村治理新局面。

新型植保无人机亮相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欧阳倩）在今天开馆的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现场，一台披着绿色

“外衣”，踩着4个轮子，长4米、高2米的“大家伙”，
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它的名字叫植保机，由中联重科推出。 它是
农作物的“守护者”：机器启动后，双侧各伸开5米
左右的“臂膀”，臂膀上装载着农药、化肥、驱虫剂
等。 体态轻盈的它既可以在人工的驾驶下“驰骋”
田地，也可以被设定为无人驾驶模式，爬坡过坎
去往指定地点。

中联重科工作人员介绍：“人工喷洒幅度约2
米，但植保机双翼展开后喷幅达10米。 一位农民
每天最多能喷洒30亩地，而植保机每天至少可以
喷洒500亩，作业效率大大提高。 ”

今年的农博会设置了现代农业装备展区，不
少装备制造企业纷纷亮相。 中联重科作为湖南本
土成长起来的企业，此次参展的无人驾驶植保机
和大马力拖拉机，无论是智能化水平，还是工业
技术，都走在全国前列。

长沙有着较为广阔的农机产业市场，现有农
机户14万户，乡村农机从业人员9.2万人，水稻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8.44%。

未来农村什么样
长沙馆展示微缩实景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欧阳倩 ）环境秀美宜
居，文化潜移默化，农民怡然自得，产业蓬勃兴
旺……这是在今天开馆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
业博览会现场， 由长沙市打造的实景展区勾勒
的未来农村模样。

农博会长沙馆共2760平方米，分特色品牌
农业、生态宜居农村、现代新型农民3个板块，
分别诠释新时代下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前景。
在生态宜居农村实景展区，舒适房子门前屋后
繁花相伴，不远处的活动中心，陈列着健身器
材。 一米多高的水稻下，虾鱼嬉戏，立体种养成
为稻田“新宠”。“通过微缩实景，我们想诠释新
时代农村未来的样子。 ”长沙市农委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

未来农业将更重高科技、重智慧化管理。 袁
隆平、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等院士及科研机构
的成果，如双低油菜、水稻绿色防控等，将不断走
出实验室，飞入寻常百姓家。 由长沙市农委推出
的长沙智慧农业平台， 把涉农企业生产资料、生
产规模、销售规模等数据收集其中，旨在更高效
地为农企和金融机构搭建投融资平台。 该平台录
入的农产品都有独属“身份证”，市民可追溯产品
来源。

三湘乡村如何振兴
———“农交会”“农博会”观察之一

� � � � 11月1日，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暨
第二十届中国中
部 (湖南 )农业博
览会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开馆。
图为湖南展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童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