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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11月25日，邵阳县塘渡口镇双杏
村， 贫困户蒋清阶来到村里的葡萄
园，察看藤蔓、加固藤架。

如今被蒋清阶细心照看的葡萄
园，几年前的“待遇”完全不同。

2012年， 全村30户农户种植了
70亩葡萄。 4年无“果”，9户种植户准
备将葡萄藤砍伐，改种其他作物。

但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 从2016
年开始，葡萄园迎来新生，产量、产值不
断增长，今年毛收入达49万元，38户参
与种植的贫困户户均增收近千元。 是
什么原因让这70亩葡萄园重获新生？

盲目的种植
邵阳县塘渡口镇双杏村种植蔬

菜有来历，种植葡萄纯属偶然。
村党支部书记蒋联明回忆，2012

年，村里获得了4万元的扶贫款，村民
们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好， 有人提议，
种葡萄比种蔬菜划算，不如将这笔钱
购买葡萄苗， 发动村民自愿种植，得
到了不少村民的赞同。 当年，30户自
愿种植的村民，领走了4万元“巨峰”
和“夕阳红”两个品种的葡萄苗，开辟
70亩地种植葡萄。

但村民们不懂葡萄种植技术，种
下去后任由葡萄藤野蛮生长，到2014
年，葡萄开始挂果，村民们大失所望。

“一大半的葡萄刚挂果就掉了，

烂在地里；没掉的葡萄，品相、口感都
达不到上市要求。 ”蒋联明说，见不到
收益，村民们更加不愿意在葡萄园上
花心思，很多种植户连原来每年一次
的施肥也省了。

2016年，蒋小华、邓社清等9名种
植户准备砍掉葡萄藤，改种其他农作
物，但就在此时，葡萄园迎来了转机。

艰难的重来
2016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进驻双杏村开展定点扶贫，
请来专家对葡萄园把脉问诊。

专家给出结论： 双杏村的土壤、
温度等都适合葡萄种植，如果采用科
学种植和科学管理方法，双杏村发展
葡萄产业仍然大有可为。

但村民们对继续发展葡萄产业打
起了退堂鼓。“开村民大会，只有3位村
民投了赞成票。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派
驻邵阳县的扶贫干部刘凯涛告诉记者。

为让村民重拾信心，工作队组织
部分贫困户和党员去长沙、桂林等地
的葡萄园参观，开阔视野；从湖南农
大请来有“葡萄教授”之称的石雪晖
教授教大家剪枝、疏果、施肥、防病、
除虫等技术；邀请湖南农大园艺园林
学教授王仁才为村民讲解发展前景，
解除村民的担忧；以70亩葡萄园为基
地，引导村民成立邵阳县金源葡萄种
植专业合作社， 村民以土地入股，盈
利后，村民、村集体按比例分红。

一系列“良方”让葡萄园重焕生
机。 原来野蛮生长的葡萄藤修剪了枝
丫，葡萄园里搭起了葡萄架……38户
贫困户和27户非贫困户自发加入合
作社，将葡萄园面积扩大到100亩。

科技的力量
重建后的葡萄园2017年试挂果，

葡萄颗粒饱满、酸甜适中，上市后很
快便销售一空，今年产量达4万公斤，
明年进入盛产期。

今年7月份， 双杏村举办了首届
“双杏葡萄节”，当天，销售葡萄1500
公斤。

“盼这个结果，盼了4年。 ” 双杏
村贫困户蒋清阶告诉记者，从没产量
到出成效，这背后都是科技的力量。

蒋清阶是村里最早的葡萄种植户
之一，在葡萄园的重建过程中，他掌握
了科学管理和科学种植方法， 不仅自
己种葡萄， 还成了合作社的葡萄种植
技术员。 去年，蒋清阶一家仅葡萄产业
一项就收入4万元，全家脱贫摘帽。

葡萄园重获新生，让村民们看到
了科技的力量。 在脱贫攻坚征程中，
双杏村一共规划了8大脱贫产业，每
个产业先从市场、环境等方面进行科
学论证，分短期、长远进行科学规划，
请来专家传授科学种植、 养殖方法。
目前，6个产业已经有了收益，预计到
今年底， 村民人均收入可突破8000
元，全村有望整体脱贫出列。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任思聪 邹园）“只需登
录项目工地上的电子建议箱，就可轻
松刷出各类党建知识，了解其他工地
的好做法，交流如何开展党建工作。 ”
记者23日从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获

悉，该公司永州学位建设EPC项目的
这一做法，获得省住建厅点赞，评价
开拓了工地党建新方式。

据悉，“电子建议箱” 运行1个
多月以来，覆盖20多个工地，已经
收到113条党建信息。 在一线工地，

党务工作者通过“电子建议箱”学
习党章党规、 党建知识等微课，相
互交流党建活动开展心得等 。 同
时，“电子建议箱”公布了项目领导
班子的姓名、 职业和电子邮箱等信
息， 工人可将诉求直接上报， 由项
目领导班子定期讨论收集到的建
议并采纳实施。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张睿 万颖伶 记者 颜石敦 ）11月
23日，记者在郴州市北湖区安和街
道万华花果山休闲农庄看到，项目
已完工并对外营业，引来不少游客。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300亩，总投资
5000万元，从开工到营业仅用了10
个月时间。

今年，北湖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245个，总投资1189.46亿元，年计划
投资253.40亿元。 为推进重点项目进
度，区里把项目与相关单位干部职工
绩效考核相挂钩，项目一线成为磨炼
干部作风的“大考场”，增强工作能力
的“主战场”。 该区大力开展施工环境
整治活动，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走访
督查，发现问题、隐患，立即召集相关
责任人现场督办，明确问题解决措施

与完成时限，有效破解了项目建设用
地、资金等难题。 还坚持每季度召开
重点项目点评调度会， 对施工方、联
系单位严格实行奖优罚劣，全区项目
建设高潮迭起。

据介绍，截至10月底，全区245
个重点项目开（复）工项目216个，
完成投资228.56亿元， 占年计划投
资的90.2%。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 何科苗 ）23
日， 长沙区块链产业园揭牌仪式在
长沙高新区举行。深创学院、迪安司
法鉴定中心、 上海掌御科技有限公
司等一批区块链企业、 机构成为首
批签约入驻单位。

据悉， 该产业园基于区块链技

术，通过政府引导，采用市场化运作
模式，为创业者提供“空间+资本+
人才+资源+服务”五位一体的创新
创业全流程、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

会上发布了《长沙高新区促进区
块链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鼓励区
块链企业或相关机构进行基于区块
链的数字经济、互联网治理、人工智

能、物联网和大数据以及其他领域的
应用开拓。 重点支持潜力巨大、发展
迅速，特别是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应
用场景创新方面参与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制订的企业或机构。

目前，长沙高新区已集聚区块链
相关企业53家，包含搜云科技、创发
科技、中芯供应链、中移电商等。

精准扶贫在三湘
� � � � 2012年，邵阳县塘渡口镇双杏村种植了70亩葡萄，
因技术、管理跟不上，险遭砍伐厄运———

葡萄园重生记
北湖区前10月开（复）工重点项目216个

区块链产业园落户长沙高新区

“电子建议箱”开拓工地党建新方式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近日，由中国
生态文化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2018
年度全国生态文化村名单公布，全国

共有128个村入选。 我省有4个村入
选， 它们是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双牌县茶林乡桐子坳村、临澧县修梅
镇高桥村、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紫薇

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是指生态环境

良好、生态文化繁荣、生态产业兴旺、
人与自然和谐、 示范作用突出的村
子。 从2009年开始，每年由中国生态
文化协会组织评选一次。 目前，我省
共有34个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我省4村获评今年全国生态文化村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长沙海关近日发
布信息称，今年以来，长沙海关在长
沙机场口岸旅检现场，截获的动物源
性奶及其制品数量大幅增长。海关提
醒，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奶及奶制
品，可能成为口蹄疫传播途径，根据
规定，除奶粉以外的动物源性奶及奶

制品，禁止携带、邮寄入境。
11月17日，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

场办事处从美国入境航班旅客携
带的行李中，查获禁止入境液态奶
82公斤。 该批液态奶均为婴儿液体
奶， 系一中国籍旅客携带入境，其
经旅检无申报通道入境时被海关
工作人员截获。 长沙海关依法对该

批 截 获 物 品 做
截留销毁处理。

今年以来， 长沙海关在长沙机
场口岸旅检现场截获的动物源性
奶及其制品数量大幅增长，截至11
月20日，共截获动物源性奶及其制
品 186批 、1043.23公 斤 ， 重 量 为
2017年全年的1.5倍。

长沙海关介绍， 动物源性奶及
奶制品，包括生奶、鲜奶、酸奶，动
物源性的奶油、 黄油、 奶酪等奶产
品， 是口蹄疫传播途径之一， 属禁
止携带邮寄入境的物品。 海关提醒
消费者， 在海外购物时， 应注意了
解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长沙海关截获的液体奶大幅增加
除奶粉以外的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禁止携带、邮寄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