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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阳新 张奇平

3月6日，细雨蒙蒙。省级贫困村衡阳市衡
南县近尾洲镇朱雅村， 村级水泥公路旁一处
面积达30亩的养殖场吸引了记者的视线，养
殖场门口竖着一块“衡南县朱雅特种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尤其醒目。记者走进养
殖场， 只见一块一块像手掌般大小的黑斑蛙
卵，漂浮在水面上。

35岁的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队长
胡耀峰和合作社负责人穿着雨裤，拿着抄网，
正在水田中央捞起黑斑蛙卵， 装进一位青蛙
养殖大户的氧气袋里。

这位养殖大户姓全，是衡南县茅市镇人。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购买黑斑蛙种

苗，总共购买了50多万尾。”全老板说。
据介绍，全老板以前都是从郴州进蛙苗，

听人介绍朱雅村养殖的黑斑蛙种苗， 属生态
养殖，成活率高，全老板这次就慕名前来。

朱雅村属典型的紫色页岩偏远山区，该
村现有农户426户1901人。2013年，该村人均
收入仅1100多元，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

2017年3月， 衡南县派出的驻村帮扶工
作队来到这里，开展驻村帮扶。经过调研，村
支两委决定把发展黑斑蛙养殖，作为“一村一
品”重点扶持项目。

2017年底，项目正式启动。成立朱雅特
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为打消村民养殖黑斑蛙的顾虑， 村支两
委承诺：万一亏本，由村委会出面担保，确保
村民拿到足额的土地流转金， 并将流转的土

地恢复原貌。
村委会的担保， 打消了村民流转土地的顾

虑。仅仅3天时间，合作社就顺利地流转30亩土
地，按期建起青蛙养殖池。

要搞好青蛙养殖，首先要掌握养殖技术。近
两年来，村支两委主动与衡阳市农业农村局、市
林业局的科技特派员、青蛙养殖专家联系，邀请
他们到村委会授课培训，讲授技术，发放资料，
并到田间地头、养殖现场进行实地指导。截至今
年2月底，该村共举办养殖培训班6期，培训养
殖户近200人次。

据统计，去年，朱雅村共销售成品蛙1.2万
公斤，主要销往衡阳、邵阳，销售收入达60多万
元。

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 仅仅半个多月时间，
已销售蛙卵300万尾，销售收入达15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梁利 乐水旺

“没想到，村里的100多亩高岸田如今成
了香饽饽。”3月9日， 双牌县泷泊镇九甲村村
民蒋小仔高兴地说。

今年， 该村100多亩高岸田通过5轮竞
拍，流转给种粮大户蒋亮华，村民们不但有了
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年底还将有分红。

永州市农业委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高
岸田、冷浸田、水淹田，因为难种、难管、难有
收成，被群众称为“三难地”。“三难地”变得抢
手的背后， 是得益于连续几年中央一号文件
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

高岸田里调结构
3月8日， 双牌县理家坪乡六江洞村，村

民们忙着在高岸田起垄，准备移栽茄子苗。

六江洞村地处阳明山脉， 村里大多是高
岸田，是省定贫困村。

2015年，在当地政府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支持下，该村经济能人胡志方从广州市农科院
引回“紫霞一号茄子”，试种成功。“紫霞一号茄
子”种下不到50天开始采摘上市，一直摘到打
霜前，亩产8000公斤，零售价每公斤3至6元。

2017年起， 六江洞村300多亩高岸田全
部种上“紫霞一号茄子”，全村实现整村脱贫
摘帽。

该村村民胡志添告诉记者：“去年， 我种
茄子11亩，纯收入12万多元。”

“冷浸田”“水淹田”变良田
3月6日，蓝山县竹管寺镇成家村原来在

深圳市从事建材批发的村民成伍生、 肖宋茂
介绍，今年他们流转100多亩“冷浸田”发展
订单蔬菜。肖宋茂说：“幸亏去年回来得早，不

然租不到田了。”
村民成贵茂介绍：“以前， 村里近千亩田都

是‘冷浸田’，大家不愿意种。现在，人们纷纷找
上门争着租田，每亩田年租金超过400元。”

该县农业委干部赵电波给记者解“谜”：“过
去，全县农田基础设施薄弱，一些低凹田排水不
畅，终年积水形成‘冷浸田’。近年，各项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地， 把全县4多万亩‘冷浸
田’，改建成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高标准农田。”

3月7日，记者来到宁远县鲤溪镇东山岭村、
三沅头村，只见连片1800多亩的田野上，当地
两家合作社的农机正加紧整地。 村民们纷纷向
记者介绍，这里原来都是“水淹田”，近年，各级
投入760万元，平整土地2060亩，兴修水渠7.5
公里、机耕道18公里，基本实现水旱无忧。这片
原来的“水淹田”已经成为“烤烟-优质晚稻-订
单蔬菜”轮作的丰产田。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王小科）今天，由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自主经营的首对加油站， 在S71
益娄高速横市服务区运营。这标志着，省高
速公路集团公司朝着深化改革、 做大做强
高速公路产业目标迈出了积极一步。

横市服务区位于宁乡市横市镇仁桥村，
可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加油、就餐、购物、修
车、住宿、如厕等服务。该服务区的两个加油
站共配备24把加油枪， 提供92号、95号、98
号、0号四种油品，价格与市场零售价一致。

据介绍， 横市服务区属于省高速公路
集团旗下的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经营管理。 该公司目前共管理湖南省内
73.5对服务区和7对停车区，占全省服务区
总量的七成。

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龙兴介绍，此前，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
司租赁经营上述服务区加油站。按计划，广
通公司将逐步将所辖服务区加油站由原来
的租赁模式，全部转为自主经营模式，为消
费者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穷山沟里养“金蛙”

“三难地”成了香饽饽

湖南高速首对自主经营加油站运营
逐步将所辖服务区加油站由租赁模式转为自主经营模式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梭子蟹深受“吃货”们追捧，但
如果想携带入境可不行。3月8日， 长沙黄花
机场海关从入境旅客行李中查获梭子蟹25
盒、19.19公斤， 为去年以来湖南口岸查获的
旅客单次非法携带入境水产品重量之最。

现场关员介绍，在对KA720次（香港-
长沙）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通过X光机发
现一名中国籍旅客携带的两个大行李箱装
有可疑物品， 经开箱检查发现里面原来全
是蒸熟的梭子蟹，分装在25个塑料餐盒中。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 部分梭子蟹已经散发
出明显异味。经查，该旅客携带的水产品购
买自菲律宾，打算自己食用并馈赠亲友，回

程时经中国香港中转入境。 现场关员对该
旅客进行了普法教育， 对该批水产品予以
截留并作销毁处理。

长沙海关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止携带、 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
录》规定，未经检疫的水生动物产品、肉类
及其制品极有可能携带多种细菌、 病毒和
寄生虫等， 存在传播疫情的风险， 禁止携
带、邮寄进境。

海关介绍，目前，长沙机场口岸已开通
了多条全海鲜进口货运包机航线，市民们想
吃新鲜的进口海鲜其实很容易，自己携带不
仅没必要，而且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吃货”携带梭子蟹入境被查
长沙海关提醒：未经检疫的水生动物产品等禁止携带、

邮寄进境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为
落实《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的“全国高职院校今年扩招100万人”的
要求， 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向全省高职高专
院校发布紧急通知， 将进一步扩大今年高
职单招规模， 在上年度招生计划总数40%
的基础上扩增至50%。据了解，今年全省70
所高职院校单招人数达93549人， 比去年
增加2.4万余人，增幅达34.6%。

据悉， 湖南单招相关工作也进行了适

当调整。一是报名时间从3月11日开始，将
延长至3月底；二是单招考试时间安排在4
月进行，3月将不安排考试， 已公布考试时
间的高职院校很可能会调整考试时间。报
名时，考生要特别留意各校考试时间，必须
选择考试时间不冲突的两所院校进行填
报。 考生可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信息
管理平台 (考生版 ) (http://www.hneao.
cn/ks)高职单独招生报名子系统报名或修
改报考信息。

湖南高职院校单招人数增至9.3万余人

3月11日，常德市鼎城区韩公渡镇崇河村，农户驾
驶共享农机（旋耕机）耕田。春耕在即，九发共享农机公
司在鼎城区各乡镇投放了100余台共享农机， 农户只
要凭驾驶证缴纳押金即可使用机器。

傅聪 胡兰芬 摄影报道

共享农机助春耕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 （记者 李治 通
讯员 陈暄）在长沙市今天召开的自然资源
和规划、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记者看到了
《长沙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编制工作方案（草案）》。这是长沙首次
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长沙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立足于原来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
市总体规划，在理念、空间、治理上全面转
型。理念上，更加注重生态绿色发展，坚持保
护优先、集约节约，深挖现有建设用地的潜
力是重中之重。空间上，将城市与乡村、建设

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同步纳入规划范畴，实现
对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的全域全
要素管控。治理上，推进“多规合一”，系统解
决资源管理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问题。

《长 沙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19-2035年）编制工作方案（草案）》系统
提出全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
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划定生
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3条空间管
控底线，形成布局合理、集约高效、支撑得
力、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发展蓝图。

提升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理念
长沙首次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