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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
由省县域经济研究中心、民建湖南省委等
主办的第二届湖南全域旅游与县域经济
发展研讨会12月23日在浏阳举行，会上发
布 《2018湖南县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报
告》。

该报告以旅游业增长效率、社会贡献、

资源环境等指数为标准， 评选出综合指数
排名前20位的县（市、区）及三大单项评分
前10位的县（市、区）。其中，综合指数前三
强分别是凤凰县、浏阳市、永定区；增长效
率前三名分别是荷塘区、浏阳市、天心区；
社会贡献最优前三名分别是新宁县、 凤凰
县、石门县；资源环境最佳前三名分别是浏

阳市、北湖区、凤凰县。
与会专家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关于通

过发展旅游业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
策。 省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研讨会专家们的意
见和建议，结合各地的实际，进行归纳整理，
点对点提供给相关县、市、区，作为当地旅游
开发的指导性意见。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刘勇）12月23日
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乡村振兴与富硒产业发展
论坛上， 省富硒生物产业协会发布溯源标识，这
意味着，“湘字号”富硒农产品从此有了“身份证”。

硒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 被誉为
“长寿元素”。但硒在土壤中分布很不均匀，全
国大多数地方都处于“少硒”“缺硒”状态。在
我省， 已查明土壤中含硒丰富的有桃源、慈
利、新田等地。从2006年开始，我省以给农作

物施富硒肥等方式，启动补硒工程。
物以“硒”为贵。目前，市场上打着富硒旗号

的农产品很多，消费者很难辨别。2017年，省富
硒生物产业协会发布湖南省团体标准《富硒农
产品硒含量要求》，对水果、蔬菜、豆类等20种农
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硒含量列出具体指标。

在团体标准推行满一年之际， 该协会发
布溯源标识， 对达标的湖南富硒农产品实行
统一的标识管理，规范行业行为，让每件富硒

“湘字号” 农产品都拥有唯一的溯源防伪码。
同时， 该协会促成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
测中心在桃源县筹建，作为第三方平台，确保
消费者权益。

省富硒生物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杨俊介
绍，协会目前正在着力打造“硒润三湘”省级
公共品牌， 与溯源标识一道为湖南富硒农产
品“保驾护航”，力促2019年全省富硒农产品
销售收入突破130亿元。

湖南富硒农产品有了“身份证”
省富硒生物产业协会发布溯源标识

2018湖南县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报告发布
凤凰县、浏阳市、永定区位列前三

彭梅 张军

“这是我刚来时下载的烈坝村地图，上
面标注的是各家各户的具体位置。如今，这
张图基本没用了， 因为烈坝村每户人家的
具体位置都已深深印在了我脑海中。”近
日， 今年初上任的龙山县委宣传部驻洛塔
乡烈坝村干部、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明烽
拿出手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村民们听
了，笑了起来。

当天，海拔700多米的烈坝村新竣工的
村委会会议室里，村里100余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与非贫困户代表围炉而坐， 欢声笑语
不时传出。

烈坝村山清水秀， 还被列入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单，但地处偏僻，经济落后，
是个贫困村。

“扶贫工作队进驻以来，就围绕村里的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工作。如今，
村里自来水通了，道路硬化了，还新修了村

部和文化活动广场。”乡党委书记李晓辉谈
起村里变化时说， 当前洛塔乡正在发展中
药材产业，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扶
持资金已投入到合作社，明年就可以分红。

“县委宣传部和新华书店扶贫工作队
来村里扶贫这3年，村里变化大，日子有盼
头！”老支书王大跃的话里，洋溢着喜悦。

“我种了十几亩粮食，听说对种粮大户有
补助……”村民王良玉是村里的种粮大户，她
对这项政策比较关心。“村里已经造册上报
了，符合政策的补助一分都不会少，到时会直
接打到你们的卡上。”李晓辉现场答复。

学生有补助，打工有务工补贴，发展产
业有补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座谈会
气氛热烈。看大伙说得热闹，村民陈庭康也
站起来说：“党的政策好， 又有扶贫工作队
热心帮扶，大家生活越过越滋润，今后永远
跟党走！”

窗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屋内，热情
洋溢，温暖如春……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易果 曾宪章

“家门口的电线杆影响了车辆出行，位
置能否挪一挪？”“隔壁装修声音太响了，可
以帮我去说一说吗？”11月23日， 保靖县毛
沟镇下略村驻村教导员向宗权的办公室
里，3位村民给他反映自己碰到的问题。向
宗权一边记录一边询问具体情况， 答应他
们尽快解决。自今年6月担任驻村扶贫教导
员后，向宗权的办公室大门敞开，已累计受
理村民投诉、纠纷80余起。

村里来了教导员。今年以来，保靖县按
照“尽锐出战”要求，从县直机关选派85名
文化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担任
驻村扶贫教导员，充实精准扶贫工作力量，
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教导员每周驻村工作3天，负责宣传贯
彻脱贫攻坚各项政策、 督促抓好基层组织
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及时发现精准扶
贫中存在问题并督促整改到位， 加强与乡
镇党委政府和县直单位项目沟通联系，帮
助驻点村解决处理问题。县委组织部、县驻
村办建立电话抽查、 定期督查和满意度评

价等制度，加强对驻村扶贫教导员的管理，
对出现脱贫攻坚工作不力、 责任落实不到
位等突出问题的，严肃责任追究。

吃住在村、工作在村，与群众拉家常、
结对子、交朋友、心连心、解难题，扶贫联系
村成了驻村教导员和扶贫工作队的第二个
家。

村民反映的问题范围广泛， 既有拆迁
遗留问题，又有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我希
望自己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一方面化解
老百姓的矛盾纠纷， 另一方面促进村干部
互相合作。”毛沟镇科乐村驻村扶贫教导员
姚文化说。 教导员们不仅成为扶贫攻坚的
生力军，更成了政策法规“宣传员”、村情民
意“调查员”、村民事务“代办员”、困难家庭
“帮扶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受到基层群
众的广泛欢迎。

保靖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阳文
魁介绍：“据不完全统计， 自实施驻村扶贫
教导员制度以来， 所有教导员下村走访调
研2730天次，解决问题3501个，全县村级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带领
群众致富的能力不断提高。”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 杨茂

近日，蓝山县楠市镇正市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朱桐旺和妻子把采收的小籽花生晒
干后， 搭上村里正鑫花生种植合作社的顺
风车抱团外销。“4亩半地采收干花生1021
公斤，卖了14200多元。”从合作社负责人手
里接过钱后，朱桐旺夫妻俩乐开了花。

蓝山的红土壤种植出来的小籽花生，
炒熟后口感酥松、香脆。但以往由于种植零
散，市场销路不广，产出效益低，种植面积
逐年萎缩。 朱兴友接过正市村党支部书记
的接力棒后， 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小籽花
生种出点名堂来！”

2012年， 湖南农业大学李林教授考察
蓝山时，对当地小籽花生赞不绝口。他后来
又带来黑籽、红籽等新优品种进行试种。在
李林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当年，每株花生结

籽达到80至90颗，亩均产量近260公斤。
产量上来了，2014年，朱兴友在楠市镇

党委政府支持下， 注册成立了正鑫花生种
植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
发动全村28户村民种植310亩小籽、黑籽和
红籽花生，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
回收。同时，积极发动在外务工经商的老乡
帮忙，把花生卖到了广州、深圳、长沙等地
的超市商场，价格还翻了一倍。

尝到甜头后， 正鑫花生种植合作社一鼓
作气开发出礼盒花生， 将各色花生进行组合
搭配，4公斤装的礼盒花生卖到80元。 在合作
社的示范带动下，目前，楠市镇已有300多户
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4000多亩，花生销售
年收入1200多万元，近百户贫困户从中受益。

朱兴友说， 他打算建一条花生深加工
生产线，开发熟食系列，提高花生附加值，
以带动更多村民走上脱贫致富快车道。

精准扶贫在三湘

烈坝村里说变化

小籽花生“种出”幸福生活

村里来了“教导员”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毅）近日，由新浪微博联合电商平
台“农优一百”“有客瑶来”，组成微博扶贫考
察团， 到隆回县小沙江镇走访猕猴桃种植户
和贫困户， 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助力产业扶
贫。

为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从2015年开始，
隆回县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近3年，全县落
实猕猴桃产业奖补资金126万元，扩种猕猴桃
7000多亩，完成品种改良1200亩。小沙江镇
作为隆回猕猴桃重要产区，年产猕猴桃2000
多吨。

今年9月，隆回县召开“小沙江猕猴桃”品
牌发布会， 会上与多家知名农产品电商平台
进行合作，实现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小沙江镇
政府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镇猕猴桃已在
线上售出100余吨，线下售出1500吨左右，销
售额约5000万元，全镇种植猕猴桃的贫困户
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隆回县扶贫办介绍， 目前该县种植猕猴
桃的贫困户有400多户， 在种植基地务工的
贫困群众有50多人，预计今年底，这些贫困人
员可全部脱贫。

线上线下产销对接

隆回猕猴桃产业扶贫见效快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
员 章迎春）12月23日，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
发）总部1号大楼内人头攒动，由长沙市岳麓
区举办的“青春岳麓，才聚湘江”企业高校人
才对接会为23家知名企业、 近700名高校学

生现场“牵线”，百余人成功达成就业意向。
此次招聘企业主要来自岳麓区高新区，包

括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继善
高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端检测企业，提供涉及桥
梁工程、交通道路建设、化学分析、综合文秘、

市场影响、行政管理等近400个岗位，涵盖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等7所相关专业院校。

自长沙市“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开展
至今，岳麓高新区已走访企业75家，收集问题
108个。“园区内尤其是检验检测企业因岗位
需求特殊， 相关技术高端人才招聘存在困
难。” 岳麓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举办企业高校人才对接会，旨在落实
解决“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走访问题，破
解企业用人难题，缓解高校就业压力。

企业、人才现场“相亲”
岳麓区近400个优质岗位寻主

传统美食
醉游人

12月24日， 游客在购买
糯米年 。当日，江永县举行

“家乡味道” 传统特色美食
节， 展出农户纯手工制作的
糯米年 、灰水粑粑、板栗粽
子、瑶山油茶、花生糕等数十
种地方传统特色小吃， 吸引
上万名游客品尝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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