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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刘豪健

日前， 经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专家评审， 邵阳县油茶获授国家气
候标志品牌， 成为全省油茶首个国家气候标
志品牌。

邵阳县有“中国茶油之都”“中国油茶之
乡”美誉，油茶种植已有2100多年历史，被誉
为三湘“天然油库”。近年来，该县立足当地油
茶资源优势，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 将绿色引领与科技创新贯穿油茶
产业发展全链条，走出了一条科技强油、产业
富民、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实施“双百”战略，一张蓝图
绘到底

“油茶花儿开，香飘天地外……”循着《油
茶花开》悠扬、甜美的歌声，记者近日走进邵
阳县。绿水青山间，茶花一片白；蝶舞蜂飞处，
满山油茶翠。

近年来，邵阳县将油茶产业定为精准脱
贫领军产业、农业特色支柱产业，实施“油茶
立县”发展战略，精心编制100万亩油茶产业
发展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空坪隙地、荒山荒
地种油茶，全面推进油茶标准化生产，并按
照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实施“油茶互联
网+”倍增计划，力争到2025年，建成100万
亩油茶丰产林基地， 实现年创产值100亿元
的目标。

为实现“油茶双百”目标，邵阳县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创立了“区域融合、体系完整、
模式多元、创新驱动、梯度推进、体制健全”的
油茶发展“邵阳模式”，推动油茶产业发展驶
入“快车道”。

目前， 邵阳县油茶林发展到68.4万亩，建

成1000亩以上油茶示范基地69个，其中5000
亩以上8个， 年产茶油1.96万吨、 产值22.5亿
元。获国家级招牌11个，培育油茶类国家和省
级林业龙头企业7家、省著名商标5个、省名牌
产品3个，“邵阳茶油” 还获得国家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认证。

推动科技创新，一根“链条”
促发展

设在邵阳县城东邵塘大道旁的邵阳国
家油茶产业示范园内，交易、会展、检测、培
训、 科研中心5大建筑群错落有致， 时尚新
潮。

去年10月， 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园建
成“南国油茶交易中心”“国油网”，实现产品
线上线下交易。目前，正全力创建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油茶提质增效课题研究办公室、 国家
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邵阳工作站。

为加快油茶产业发展， 邵阳县不断完善
科研、生产、加工、品牌、交易、博览、观光等产
业链。先后投入油茶发展资金5.6亿元，其中科
技投入1.2亿元。目前，已与中科院亚农所、省
林科院、中南林科大等科研院所、高校建立深
度合作联盟，产学研协同推动创新。

同时， 利用中央财政项目和欧洲投资银
行贷款项目，邵阳县采取多种形式，对油茶从
业人员进行培训。全县还成立了6个油茶科技
服务团，每个乡镇配备1至2名油茶专干，打通
油茶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科技示范、绿色引领，小油茶成就大产
业！” 到北京参加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研讨会”并代表湖南
发言回来后，邵阳县油茶办负责人激动地说，
全县68.4万亩油茶林全部投产后，可为群众年
增收30亿元以上， 油茶产业将成为当地真正
的“绿色银行”。

找准脱贫法门，“六林增收”
帮民富

“一棵茶树一斤油，子子孙孙不用愁，百
亩油茶万斤油，讨了媳妇又盖楼。”对当地流
传的这首顺口溜， 今年47岁的邵阳县蔡桥乡
乐山村村民周业多体会很深。

5年前，周业多家还是贫困户，四处借钱
给小孩交学费。2012年，他开始利用扶贫贴息
贷款发展油茶产业， 目前已种油茶300多亩。
如今，他不但摘掉了“贫困帽”，还建起了新
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近年来，邵阳县发挥生态优势，将油茶产
业申报为省级重点扶贫产业，通过建立委托、
合作帮扶机制，推出“六林增收”模式，即林地
流转增收、茶林入股增收、林地务工增收、护
林补贴增收、“四旁”造林增收、林下间种增收，
找准了脱贫攻坚的“法门”。目前，全县参与油茶
基地建设的农民达37万人， 其中贫困群众9万
人。通过发展油茶产业，已帮助5.8万名贫困群
众脱贫，占全县累计脱贫人数的35%。

2010年，邵阳县退伍伤残军人周根生发起
成立怡悦油茶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油茶产业。
目前，已在全县13个乡镇36个村营造油茶林1.3
万余亩，共带动农户1869户7167人脱贫致富。

去年7月，省委主要领导来到周根生创办
的塘坪油茶产业精准扶贫示范基地调研，看
到油茶果挂满枝头， 称赞邵阳县通过大力发
展油茶产业，找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两
效统一”的发展新路。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11月19日，桑植县举行向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
碑敬献花篮仪式， 并组织参观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这标志
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馆正式建成。

红二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
之一。1935年11月19日， 红二方面军从桑
植县刘家坪开始长征，纵横湖南、贵州、四
川等8个省份，行程两万多里，于1936年10
月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完成
伟大长征。 现位于桑植县的红二方面军长
征出发地旧址和刘家坪乡的长征出发地纪
念碑，正是这段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

位于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的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于2016年动工，占

地约2200平方米，配套完善游客服务中心、
旅游厕所、停车场和环形消防通道、园林绿
化等公共设施。修缮建成的长征纪念馆建筑
风格质朴、庄重、明朗、大方，设计具有实用
性、纪念性、地域性、时代性、标志性。馆内以
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觉，融合现代声、光、
电等技术手段，通过雕塑、展板、灯箱、场景
再现等方式，全面展现木黄会师、湘西攻势、
壮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长征从桑植出
发、甘孜会师、将台堡大会师等重大历史事
件，全面展示红二方面军的丰功伟绩。

近年来， 桑植县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
资源，将山水美景、民俗风情与红色旅游紧
密结合，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让游
客既能赏景听歌，又能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 桑植县红色旅游被列为全国100个
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全国30条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之一。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在桑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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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蒋
茜）“我老家是江永的， 今天的推介会让我
看到了家乡对人才的重视， 有机会也想回
家乡发展。”11月18日，来自中科院的周熙
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永州市在北
京举办招才引智暨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
吸引各界专家、企业家200余人参加，现场
签订招才引智和招商引资项目32个。

推介会上，清华大学北京电子商务交易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人才团队、清华大学天
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
才团队等一批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人才团队，

与永州市签订人才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北京
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智慧城市项目、北京天下
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中心
项目、北京东部世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人
工智能及服务型机器人运营基地项目等，互
联网产业高科技招商引资项目落户永州。

当天， 永州还在北京大学举行引进人
才专场招聘会，把面试现场搬到人才身边，
共拿出涵盖市县的1500余个岗位引进急
需专业人才。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众多名
校毕业生与永州市组织人社部门交流互
动，签订意向协议。

永州赴京招才引智引资
现场签订项目32个，1500余岗位求贤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王玉林 毛辉）11月18日，邵
阳学院推进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暨建校
6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邵阳学院前身之一邵阳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创建于1958年。2002年， 邵阳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与邵阳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
成邵阳学院。2011年， 邵阳学院获得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2016年， 邵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并入邵阳学院。今年10
月，邵阳学院被定为湖南省“双一流”高水
平应用特色学院。

目前， 邵阳学院有22个教学学院、62
个本科专业，有食品工程、机械工程2个专
业硕士点，有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
科6个；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和留学生近2.7万人。建校60年来，为国家
培养了17万多名人才。

邵阳学院走过一甲子
已为国家培养人才17万多名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李曼斯 蒋婧）
身有残疾仍然投身山林环境美化建设的高
书仕； 每年为3000余人义务授课的银冬
生、易伯衡；主动援建10户危房户，并投资
90余万元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户路段的潘
继斌……今天，宁乡市召开2018年社会贤
达表彰大会， 对112名社会贤达及多个乡
镇单位进行表彰。

此次表彰评选出12名“宁乡市社会贤

达标兵”，100名“宁乡市优秀社会贤达”，
10个“社会贤达工作先进乡镇（街道）”，10
个“社会贤达工作先进政联处”，11个“先进
社会贤达工作室（站）”。

据悉， 宁乡近年来实施社会贤达培育
与成长工程，搭建社会贤达投身乡村建设、
引领乡风良俗、参与乡村治理的三大平台，
以发挥社会贤达的道德教化作用， 形成良
好社会风气，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宁乡112名社会贤达受表彰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苟
立锋 通讯员 张公华）11月16日， 常德市
文明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发布消息，即日
起，全国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典型，凭荣誉证书和本人身份证，在
常德市27个A级以上景区，每次可享受2张
门票减免。

可享受这项优惠的具体对象包括国家
级、省级、地市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

志愿者、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文明家
庭”获得者等。常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推
出这项举措，旨在营造“德者有得到，好人
有好报”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了解，常德市已连续3届蝉联全国文
明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
该市实施“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旅游
产业飞速发展。 目前， 全市共有旅游景区
(点)93个。

常德27个等级景区
向全国“好人”免票开放

满山油茶青青“绿色银行”富民
———邵阳县聚力发展油茶产业纪实

年货直采节
在韶山开幕

11月19日，终端商在选购年货。当天，“2018中国·湖南
第三届千镇万店年货直采节” 开幕式在韶山市举行。 干果
类、糖果类、休闲食品类、酒类、饮料类、特色年货类等各种
品类， 以年货直采的方式， 满足众多终端商一站式购物需
求。本次活动由掌上供（湖南）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
省食品流通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704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2
424
4998

3
11
126

297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8565
64851

204
169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19日 第2018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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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729 元
04 2007 11 13 22 24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19日

第 2018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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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1040 1186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5 173 220575

7 80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治）
不到100平方米的陈三毛手工面粉馆，
是长沙县星沙街头最平常不过的早餐
店。最近，老板花1万多元对面粉馆进行
改造，添置了消毒柜等。他告诉记者，改
造前一天卖50来碗面粉，现在生意好了
三四倍，因为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了。

据了解，近年来，长沙县大力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其食品安全
监管已连续3年被评为全国“民生示范
工程”。全县所有学校食堂和大中型餐

饮店已完成透明厨房或视频厨房改
造， 明年底有望基本实现厨房视频化
或透明化全覆盖。

在今年的食安创建中， 长沙县以
学校周边、人群密集区域的粉(面)店为
重点，对未达到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经
营面积小于150平方米的小餐饮门店
进行提质改造。 通过全面改造其加工
场所和基础条件， 满足群众对食品安
全的要求。今年来，已完成139家小餐
饮店提质改造。

让百姓吃起来更放心
长沙县提质改造小餐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