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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作为水稻大省， 湖南拥有不少
“金字招牌”：世界杂交水稻的故乡，
连续多年稻谷总产量居全国第一；
南方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自古
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

11月1日至5日在长沙举行的
“农交会”上，泰国香米、东北大米唱
起“主角”，湖南本土的大米厂商参
展家数不少，但主力品牌缺失，总体
给人印象不深。

湘米呼唤大品牌， 这是“农交
会”给省内业界出的一道考题。

东北米泰国米被抢购一空

“农交会”上，无论是扶贫馆、地
理标志农产品展馆， 还是省区精品
馆，东北大米声势都造得很大。

五常大米、盘锦大米、北大荒大
米等几大知名品牌都占据显眼展
位， 打出醒目的标牌。“正宗的五常
稻花香大米，圆粒稍微细长，外表看
上去晶莹剔透。”参展商介绍，每公
斤至少10元才能买到正宗的五常
稻花香大米。

饭香弥漫，参展商打开电饭煲，
让大家闻香识味。只见米饭蓬松、粒
粒分明。尝饭味，清香中略带甜软，
引得参观的市民纷纷购买。

记者逛展馆时注意到，“农交
会”开幕的第一天，每公斤15元的五
常稻花香米就被抢购一空。第二天，
盘锦大米、北大荒大米也卖断了货。
来自哈尔滨的一位参展商高兴地

说：“没想到长沙消费力这么旺盛，
货还是带少了。”

此次“农交会”，泰国作为境外
主宾国，前来推介泰国香米。同样，
开馆首日每公斤20元的泰国香米
就被抢购完毕。 长沙市民曾先生逛
会展，接连买了5袋泰国香米。他乐
呵呵地说：“在全国性会展上， 买正
宗泰国香米，买到就是赚到。”

与东北大米、泰国香米比较，参
展的本土大米品牌不少， 例如生平
贡米、万福香米、瑶珍大米、乌山贡
米、城头山大米、松柏大米等，但这
些品牌大米的规模都不大， 市场影
响力自然有限。

绿色生态品质是第一卖点

在展会现场，记者发现，品牌大
米的“擂台”上，生态品质成为参展
商不约而同选择的第一卖点。

泰国香米、 老挝香米参展商起
劲地吆喝， 亮明各自参展的品牌大
米，由于广种薄收，人工干预较少，
绿色品质颇好。北大荒大米、五常大
米主打“寒土黑地”，病虫害少，减少
了化肥农药的施用量， 因而赢得市
民和客商频频点赞和“下单”。

近年来，湖南倡导水稻无公害、
绿色种植， 本土大米品牌参展商也
尽力推介绿色化生产。

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湖南
水稻生产加快转方式， 普及绿色理
念。通过植保无人机打药、天敌治虫
等手段， 让田间农药使用量连年下
降； 广种绿肥， 推广有机肥替代化

肥，实现化肥零增长，用地又养地，
土壤更健康。

省内各地还根据不同的资源禀
赋， 在水稻栽培模式上进一步追求
生态品质。 山区溆浦县， 推广再生
稻，头季收割后高留稻桩任其再生，
再生季不打药不施肥， 再生稻米天
然绿色。洞庭湖区的南县，推行“稻
虾共生”生态种养，小龙虾为稻田提
供有机肥，抑制田间害虫，生产出高
品质的“虾稻米”。桃源、慈利等地土
壤天然富硒，对土地看得尤其金贵，
所产富硒大米，品质粒粒过硬。

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邓辉平表
示：“要将各地的探索形成标准、 技术
物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普及，湘米生态
品质过硬的形象才会更加深入人心。”

目前， 省农业农村厅总结推广
“稻虾”“稻龟”“稻鸭”“稻鱼”“稻蛙”
等生态种养模式， 推动水稻绿色生
产，既抓了“米袋子”，又鼓起了农民
的“钱袋子”。

湘米打造大品牌任重道远

水稻生产是湖南农业的优势所
在。 如何把稻谷产量第一省提升为
大米销量第一省、产业效益第一省？
显然， 迫切需要补齐湘米大品牌缺
失这块“短板”。

如何打造湘米大品牌？ 省农业
农村厅粮油处处长戴魁根称， 立足
现有基础， 从两方面补齐湘米品牌
的“短板”。一方面，在神秘的大湘西
创建“湘西仙米”省级公用品牌，实
现好山好水出好米。另一方面，重点

支持打造“常德香米”“南洲虾稻米”
“永顺松柏大米”等地方区域公用品
牌，用品牌引领生产、提升效益、拓
展市场。

按照省里的规划，以“五好”着
力打造“湘西仙米”大品牌。

好地植好种。大湘西地区是湖南
传统一季稻区，高山净土，昼夜温差
大，一年只产一季，适合“玉针香”“农
香32”等高档优质稻生产；采用山泉
水灌溉，萃取大自然精华，打造“湘西
仙米”独特的产品价值与健康属性。

好种产好谷。 继续加大高档优
质稻新品种选育，培育抗性强、产量
高、米质优的新品种。按照“一片一
种”布局，主推高档优质稻新品种，
推广减肥减药等六大绿色高产高效
生产技术， 从生产环节夯实品牌核
心竞争力。

好谷出好米。 组织省内稻米加
工龙头企业，对接优质稻生产基地，
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 提升大
米加工质量。

好米卖好价。 重点抓好湘米品
牌提升和市场开发，培育做强“湘西
仙米” 等公用品牌， 解决稻米品牌
“多、乱、杂”、经营规模小、竞争无
序、重复建设等问题。

“通过这些措施，着力打造‘好
吃、放心’的品牌形象，湘米的品牌
竞争力将大大加强。” 戴魁根信心
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樊佩君 张春燕

8月12日， 老挝湖南商会原会长
李朝鹏惨死家中。 从商界翘楚到老挝
华人“慈善家”，年仅42岁的李朝鹏被
杀案震惊中外。

案发后， 中国、 老挝两国警方合
力，17天破案，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据
警方查明，因生意纠纷，邵阳籍老乡雇
凶残杀李朝鹏。

11月5日下午， 湖南省公安厅在
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此案。

老挝湖南商会原会长遇害

今年8月12日上午11时， 老挝万
象市公安局接到报案， 万象市西阔达
帮县西凯通村发生一起谋杀案， 死者
李朝鹏在自家卧室内被害身亡。

老挝首都万象市委常委、 公安局
局长布帕准将介绍， 经过现场调查和
尸体检验发现，李朝鹏后背中三刀，保
险柜中的财物被取走。

案发后， 老挝警方向外界提供的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早上7时15
分，案发别墅内走出两名蒙面、戴帽子
和手套的男子， 两人手中各提一个袋
子。

据一位老挝湖南商会的成员说，
当天早上6时14分， 李朝鹏还在他的
微信朋友圈点过赞， 由此推断案发时
间应在此后与7时15分之间。

42岁的李朝鹏原籍湖南邵东，于
2016年11月加入老挝籍。24年前，在
老乡的指引下， 高中未毕业的李朝鹏
到老挝经商。从摆地摊的“货郎”起步，
将企业发展成为一家跨国公司。

今年5月，李朝鹏当选为第五届老
挝湖南商会会长， 生前还担任过中老
友好协会委员、 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
会海外委员、 万象市爱心联合会主席
等职务， 在促进湖南与老挝经贸往来
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多年来，他通
过各种形式奉献爱心， 还成立了万象
市爱心慈善联合会。

17天破案，抓获5名疑犯

11月5日， 老挝湖南商会秘书长
文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8月12日清
晨6时23分， 是他与李朝鹏最后聊天
的时间，“那天我们还在沟通援建学校
在万象落地的事情。结果上午10时40
分，我就接到了他遇害的噩耗。”

此案在老挝、 东南亚乃至全球华

人华侨中引起震动， 在老挝的湘籍华
人强烈要求老挝警方缉拿凶手、 査明
真相， 湖南省各界对此案也给予了高
度关注。

8月15日，老挝公安部通过中国大
使馆主动邀请中国警方赴老挝协助开
展案件侦查工作。

8月17日，湖南省公安厅派出境外
工作组赴老挝开展侦破工作。 两国警
察连续奋战，准确确定凶手作案时间，
获取嫌疑目标特征信息， 快速明确逃
离方向、精准呈现时空轨迹。

8月28日，工作组掌握了凶手完整
清晰的作案过程和逃跑线路， 锁定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次日，两名直接行凶
的犯罪嫌疑人在邵东县和新邵县相继
落网。

经进一步侦查，8月30日，警方在
湖南省境内抓获第三名嫌疑人。同时，
作案枪支刀具和被抢劫的部分现金在
老挝被起获。

9月2日， 根据湖南警方提供的信
息， 老挝警方在万象市将涉嫌雇凶杀
人的其余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过17天连续奋战， 通过中老两
国警方紧密协作配合， 湖南警方多警
种跨境协同作战以及多种侦查措施的
运用，“8·12”案的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被全部抓获，并查清了主要犯罪事实。

经警方查明，因生意纠纷，在老挝
经商的邵东人邓某林对李朝鹏心怀不
满，于是伙同唐某群，通过赵某登，出
资200万元回国雇请社会闲散人员郑
某和陈某锋到老挝将李朝鹏杀害。

两国警方联合破案

为确保案件顺利结案， 湖南省公
安厅经公安部向老挝提出请求， 移交
犯罪嫌疑人邓某林、唐某群。在老、湘
双边警务执法合作框架下，11月2日，
湖南省公安厅将邓某林、 唐某群两名
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省公安厅副厅长汤向荣介绍，
“8·12”案件中，犯罪团伙策划周密，
作案手段凶残， 案件社会影响恶劣，
案件策划地与实施地跨越中老两国，
侦查取证工作跨度大、难度大，但两
国警方克服工作模式、工作语言有差
异、案发现场破坏严重等困难，成功
侦破此案。

汤向荣说， 此案的成功侦破是湖
南省公安厅与老挝万象市公安局在双
边执法合作框架下的一起国际执法合
作的成功案例， 彰显了我国与老挝警
方打击震慑跨国犯罪的能力和决心。

老挝湖南商会原会长被杀
两国警方联手17天破案湘米呼唤大品牌

———“农交会”“农博会”观察之四

� � � � 11月5日上午， 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农交
会选购商品。 当日下午，为
期5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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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顺利闭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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