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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3月30日， 春雨初霁， 阳光和
煦，正是采摘“明前茶”的绝佳时期。
这也是邹方晴一年最忙的时候 ,因
订单太多，生产忙不赢，只能一遍
又一遍地跟客户说：“对不起，再等
等。 ”

邹方晴是隆回县一都云峰富
硒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看着制茶
车间色泽翠绿、叶芽肥硕的“明前
茶”，回想起回乡投资茶产业4年终
有回报， 邹方晴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邵阳市是湖南的老产茶区，有
很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尤其红碎茶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在市场
经济中，因机制不畅、管理落后，逐
渐失去优势。

近年来，一批自主创业大学毕
业生、返乡邵商开始对邵阳茶产业
进行改造，个转企、建茶园、建品牌、
建厂房,借船出海，取得显著成效。

2018年，邵阳市提出全力打造
区域公共品牌“邵阳红”，目标是到
2025年实现茶叶产业综合产值100
亿元；2019年，“邵阳红” 茶又列入
邵阳市2019年品牌建设重点，标志
着邵阳茶业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

老茶区新发展
隆回县司门前镇， 高海拔，长

年云雾缭绕，土地富硒，无污染，很
适合有机茶的生长。 由于缺乏品牌
和渠道，2015年前， 村办茶厂一直
只生产毛茶，为外地品牌茶企供应
原料，附加值很低，濒临倒闭。

2015年，在外经商的邹方晴夫
妇回乡，见这么好的资源没有充分
利用，投资创办隆回县一都云峰富
硒茶业有限公司。 4年时间，新开茶
园1000余亩， 引进黄金茶等新品
种、建标准化厂房、购自动化生产
设备、 注册商标品牌，2018年实现
销售1200余万元。“今年早春茶价
格比去年上涨了三分之一， 达到
2400元每公斤， 相较卖毛茶时，价
格翻了近10倍，还供不应求。 ”邹方
晴告诉记者。

据《邵阳市志》记载，邵阳自舜皇
起开始制茶， 晋代邵阳茶已成产业，
明朝开始历代贡茶， 洞口、 隆回、城
步、武冈、双清区等9县(市、区)均产
茶，桂丁茶、云山云雾茶、古楼茶古为
贡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碎茶样
在洞口茶铺茶场研制成功，“邵阳红”
碎茶全部出口欧洲，出口量占全省红
碎茶出口量的三分之二。

邵阳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科
科长信和文告诉记者，近年来，邵阳
市茶产业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迹象。种
植品种多样化，黄金茶、白茶等受市
场欢迎的品种种植面积扩大；个体作
坊转企业增多，过去两年，全市11家

企业个转企；品牌品质提升，茶农增
收，茶企增效；新鲜血液注入，一批有
资本有经验的返乡邵商、80后90后大
学毕业生纷纷进入茶行业，为邵阳茶
产业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邵阳市茶产业增长迅
速，到2018年底，全市有种植茶园
13.5万亩，产茶8000余吨,实现茶业
综合产值35亿元。

新血液新思路
3月30日，暖阳铺洒茶园，在洞

口县古楼乡古楼村的茶基地，茶农
采茶忙。

村里不到500米的距离， 两家
茶企相对而立。 80后的洞口奇山茶
厂总经理肖奇山与95后洞口古楼龙
凤茶厂总经理林莹， 既相互竞争又
是朋友。 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历
代贡茶古楼茶推广出去， 变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带领乡亲致富。

两人的父辈均是做了一辈子的
茶，是远近有名的老“茶匠”。 肖奇山
回乡前是一家外资企业高管， 懂市
场销售、善于品牌管控；林莹大学毕
业后， 立志回乡发展茶产业， 有知
识、有激情、有创意，多次参加省、市
创业大赛并获奖；“老‘茶匠’+新传
人”的模式，将品质和市场相结合，
极大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像林莹和肖奇山一样情况的
不少，新宁崀山茶业公司、绥宁金

水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城步蒙氏
茶业公司等均是年轻人当家。 ”信
和文介绍，他们注重茶叶品质、生产
环境、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策划
营销、线上线下结合，敢想敢干，为
邵阳茶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
路和活力。

洞口古楼云雾茶有限公司董
事长、邵阳市茶业协会会长肖冬红
表示，新生力量是产业的未来，邵阳
市茶产业的发展，需要相互抱团、借
船出海。 2018年，邵阳市共组织全
市11家茶企21次走出邵阳，参加全
国、全省的各类茶展茶会，有3家茶
企网上销售占总销量的一半以上。

2018年， 邵阳市提出茶产业发
展目标，至2025年，建设优良茶园面
积20万亩，开发利用野生茶10万亩，
产量5万吨；发展类茶作物，培育龙头
企业，开设特色茶馆，茶旅结合，实现
茶叶产业综合产值100亿元。

今年， 邵阳市将进一步修订
《邵阳市茶产业发展规划 (2025)》，
以名优绿茶和红茶为重点， 重点
建设四大茶叶优势区域， 即生态
富硒茶区、 城步峒茶区、 桂丁茶
区、高山野生茶区。 打造洞口县古
楼乡、隆回县司门前镇、新宁县丰
田乡3个茶叶特色小镇。 开辟 山
-紫云山-舜皇山等7条“邵阳红”
茶旅游线路， 以旅兴茶， 以茶促
旅。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李文耀
胡宇芬 通讯员 李丽莎 ）3月28日上
午， 长沙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资金启动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9户企业4000余万元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正式签约落地。

为推动知识产权、金融与产业有效
融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长沙
市财政拨付2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由市知识产权局
委托湖南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负责具
体运营管理。按照风险承责比例，此笔资

金至少可以撬动银行2亿元的贷款授信
额度。 该笔资金首批确定的合作银行为
交通银行和长沙银行。

过去， 知识产权在银行贷款并不
顺利，融资成本也比较高。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启动后， 企业可
以享受政策贴息和评估费补贴， 企业
最终融资成本仅在3.8%至5.3%之间。
企业知识产权能够转化为真正的生产
力， 也必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入到科
技创新之中， 从而推动整个长沙经济
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邹有松）“出版书籍也
能获得奖励。 ”今天，获得双峰县年度
文艺精品奖的左立诗高兴地说。 双峰
县设立文艺精品专项奖励， 鼓励和支
持文艺创作，今年已向39人共45件文
艺精品颁发奖金。

近年来，作为全省的“书画之乡”
和“诗词之乡”，双峰县大力发展文艺
事业，将其纳入“文化强县”主要内容，
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阵地建设等
方式，推进基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该

县制定文艺精品奖励扶持政策， 每年
安排3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奖励精品
力作； 设立200万元文化产业发展基
金，鼓励文化创意、壮大文化产业；建
立双峰美术馆和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 为文艺爱好者提供交流和服务平
台，促进文化产品交易。

扶持政策引发文艺创作热潮。 去
年， 该县共有12件作品入围国家级展
览，18件作品获得国家级荣誉，全县文
学艺术交易总值达1.5亿余元，同比增
长14%。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通讯员 雷文
录 记者 龙文泱）3月25日至27日，湖
南溆浦·广西金秀两地非遗项目交流
展演活动在怀化溆浦举行, 来自两地
的20多位非遗传人深入交流， 同台竞
技。

“‘吃饭’你们怎么说？‘喝酒’怎么
发音？ ”“唱一段山歌听听吧！ ” 溆浦
县的花瑶民族特色浓郁， 金秀瑶族自
治县是全国瑶族主要聚居县之一。 瑶
胞相聚，十分亲切。

溆浦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金中平介
绍， 该县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2项《花瑶挑花》《辰河目连
戏》，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
项《傩戏》《蚕灯舞》，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名录23项， 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名录18项。 县里邀请金秀非
遗传承人走进溆浦县龙潭镇的阵亡抗

日将士陵园、 花瑶挑花生产性保护基
地、山背村花瑶传习所、枫香瑶寨，了
解民风民情。 同时，双方在语言特点、
生活习性、 挑花技法等各个方面深入
交流，分享非遗项目保护经验。

3月26日晚， 非遗项目展演在枫香
瑶寨上演。 溆浦非遗传承人唱起被誉为
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辰河目连戏，金秀
非遗传承人则回唱花蓝瑶族民间叙事
歌吉冬诺。溆浦花瑶跳起花瑶舞蹈《挑花
裙》，金秀瑶族的《黄泥鼓舞》同样历史悠
久，韵味十足。 溆浦傩戏《安营立寨》、山
子瑶绝技“踏犁头”……各具特色的非
遗节目让人大开眼界。

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庞晓
华感叹道：“同样是瑶族，但支系不同，习
俗不同，挑花的手法也不同。两地的非遗
项目文化底蕴深厚，各有特色。通过交流
学习，我们的收获很大。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 文勇军

“年纪大了，看一会就得歇一会。 ”
4月1日上午， 在永州市江永县卫健局
卫计志编纂办， 记者见到了永州日报
退休记者郑赞朴， 他正伏在电脑桌前
翻看一沓厚厚的文稿。 这是他最近在
做的事情———帮江永县卫健局编纂卫
计志。

今年83岁的郑赞朴看起来略显清
瘦，但身姿挺拔，精神矍铄，被年轻一代
亲切地称为“记者爷爷”。 1997年，郑赞
朴退休，回到他曾工作了34年的江永县
定居，曾在报社担任记者的他，一直笔
耕不辍，看书读报、热心公益、为政府建
言献策。 他说，做公益不分年龄，我不为
名不为利，只想发挥余热，为社会分忧。
因此，他当起了计生协会志愿者，热心
科普宣传，经常深入农村传播卫生健康
知识，为抗癌和发展瑶医事业不遗余力
奔波。 前不久，郑赞朴荣登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10名“最喜爱的志愿者”榜首。

去年年末，一条“八旬老党员为贫
困户‘卖’茶油”的消息，在永州人的微
信朋友圈里刷屏， 大家纷纷为郑赞朴

的举动点赞。
原来， 在编纂江永县卫计志的过

程中，郑赞朴深入各个乡镇调研。当来
到该县最偏远的湖广界村时， 他从村
民口中得知，这个刚刚脱贫的村子，每
年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村里的400多亩
油茶树。 当年油茶迎来丰收， 产茶油
4200多斤，但苦于没有销路，村民心
急如焚。 郑赞朴便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里为村民打起卖油“广告”，做起“湖
广界”的茶油“代言人”。在各界爱心人
士的转发下， 该村茶油滞销的消息像
插上翅膀，迅速传播开来。 来自北京、
上海、武汉、长沙等近20个城市的好心
人，纷纷通过网络购买茶油，有的还跑
到现场来买。 道县一位热心人听说
后， 一次性就向村民卢宣贵买了
469.75斤茶油，但因微信支付上限2万
元， 余下的7450元无法转账。 村民提
出要有担保人才能将茶油拖走， 郑赞
朴大起胆子当了“保人”，买卖双方皆
大欢喜。 截至目前，该村已卖出3700
多斤茶油。

“多亏‘记者爷爷’帮我们宣传，茶
油卖了个好价钱，去年收入达到3万多
元!”村民何国军激动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

3月26日，汨罗市人民检察院
民行科全体干警和市林业局干
部， 来到神鼎山镇飘峰村非法采
砂破坏现场，栽下一大片桂花树。
该市白水片区林业站站长龙坤向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最亮郑重承
诺：“我们一定督促林地破坏者复
绿，并要求他们精心管理，确保植
株存活。 ”

连日来， 汨罗市检察院民行
科对神鼎山镇周边2018年系列破
坏林地复绿情况、 植株存活率进
行了现场督查。 眼下，该院督促履
职的19处非法采砂破坏林地现场
陆续栽上了桂花树、杉树，曾经毁
坏的林地慢慢吐露着嫩绿， 重新
焕发出盎然生机。

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
刘某某、 易某某等人未向汨罗市
林业局申请办理使用林地审核手
续， 就在神鼎山镇周边林地取土

洗砂，造成30余亩林地被毁。
2018年10月， 汨罗市检察院

调查发现， 汨罗市林业局对刘某
某、 易某某等人在神鼎山镇周边
取土洗砂的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
管职责， 市林业局虽向违法行为
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 但并没有对违法行为人依法
采取处罚措施， 也未对被毁林地
进行修复， 被毁林地存在无法恢
复功能的风险， 致使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

汨罗市检察院认为， 根据相
关法规， 汨罗市林业局负有对当
地林业及生态建设监督管理的职
责。 该院向市林业局发出检察建
议： 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相应
的行政处罚， 责令修复被毁坏的
林地； 在违法行为人拒不进行或
不按标准修复林地情况下， 市林
业局应依法代为修复； 林地修复
由市林业局代为执行的， 所需费
用由该局向违法行为人追缴到
位。

2018年12月， 汨罗市林业局
对被破坏的林地代为复绿。 经历
严冬考验，补种苗木存活多少、生
长得怎么样？ 汨罗市检察院一直
关注着。 春天正是补种的好时节，
该院民行科干警来到神鼎山镇19
处非法采砂破坏现场， 查看苗木
存活、生长情况。

“这里的苗木存活率低，存活
下来的生长情况也不理想， 还需
与市林业局沟通， 督促他们请相
关专家问诊， 看看该区域土壤补
种哪类苗木更易存活生长。 ”杨最
亮现场发现神鼎山村非法采砂破
坏林地现场复绿的苗木生长情况
不佳，叮嘱身边干警加强监管，督
促林业部门积极履职， 还被毁林
地一片新绿。

青山就是民生， 蓝天就是幸
福。 该院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
积极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利用检
察行政公益诉讼， 出实招、 办实
事、求实效，用法律的利剑切实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

南县：

采购鲜花免费送
扫墓市民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蔡泽国 冷建新) “用鲜
花替换传统的祭祀用品， 既不影响我
们悼念， 又维护了生态环境， 真是件
大好事!” 今天， 正在南县荷花池陵
园祭祀的市民胡先生对记者说。

据了解， 清明节将至， 南县民政
局花费1.5万元， 采购了5000枝鲜花
等环保祭祀用品， 并将其摆放在荷花
池陵园和新殡仪馆大门前， 前来扫墓
的市民可以凭身份证免费领取。 在发
放鲜花现场， 民政局工作人员通过展
板展示和发放宣传资料， 向市民讲解
殡葬改革的相关政策， 鼓励采取骨灰
树葬、 花葬、 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
方式， 提倡用鲜花祭扫、 植树祭扫、
网上祭扫等方式缅怀亲人。

�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乐剑平 邓颖辉 ）3
月28日凌晨， 新田县公安局两名
巡警成功救起一名不慎掉入河中
的女子，避免了一起悲剧发生。

28日凌晨1时， 该局城区快警
郑东军、骆杰凯等，巡逻至双碧广场

路段时， 突然听到喊声：“有人掉进
河里了，快来救人……”他俩闻声跑
到河边， 只见河对岸有几个人在呼
救，河中一个白色影子在挣扎。

郑东军、 骆杰凯立即跳入冰
冷的河水中，向河中游去。 几经努
力，将落水者救上岸。 这时，落水

女子已昏迷。 郑东军、骆杰凯顾不
上自己冷得发抖， 迅速对该女子
实施心肺复苏等急救， 幸亏抢救
及时，女子苏醒过来。 郑东军、骆
杰凯立即把该女子送到医院检查
治疗。 原来，因为当时天黑，女子
行路不慎掉入河中。

“老”茶区“新”希望
———邵阳打造百亿茶产业纪实

还被毁林地一片新绿
———汨罗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职保护林地小记

新田巡警凌晨河中救人

老党员李孝光的
临终遗愿———
“帮我交

最后一次党费”
通讯员 李娟芳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这是李孝光的党费，请你清点
一下。 ”3月29日上午9时许，溆浦县龙
潭镇温水村村民李南瑞来到村部，将
1100元党费交到村党支部负责人手
中，为他父亲交纳了最后一笔党费。

李孝光是一名有着65年党龄的
农村老党员。“生活要低标准，做事要
高标准。 这是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李南瑞说，几十年来，父亲始终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和家人。 父亲省吃俭用，每月8元的党
费，他都按时交纳，从不拖欠。

村党支部负责人介绍，李孝光经
常主动参与村里组织的各种义务活
动，支持村里各项事业发展，为村子
的建设出谋献策，积极参加党的民主
生活会，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

去年11月，李孝光感觉身体不适，
住院检查得了肺癌。 今年3月22日晚
上，李孝光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把李
南瑞叫到床前， 对他说道:“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的幸
福生活，作为老党员，不能忘记党的恩
情，你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

李孝光用颤抖的双手从衣兜里
掏出1100元交给儿子，嘱咐道：“钱
不多，但这是我的心意，一定要交给
党组织。 ”

3月23日， 李孝光老人不幸离开
人世。 3月29日，在李孝光下葬的第二
天， 李南瑞为老人交了最后一笔党
费，完成了老人临终遗愿。

人在画中游
3月31日，桃源县桃花源景区，游客在乘船观赏桃花美景， 颇有“人在画中游” 的意境。 眼下， 正值桃花

盛开季， 该景区各种桃花绽放， 美不胜收，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观光。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2000万元撬动2亿元授信额度
长沙启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双峰设立文艺精品专项奖励
引发文艺创作热潮，去年18件作品获国家级荣誉

溆浦与广西金秀非遗项目同台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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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记者爷爷”郑赞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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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远明） 奇山秀水间琴音悠
扬， 丛林洞穴中歌声嘹亮。 4月1日，
2019黄龙音乐季报名通道开启，标志
着本届音乐季大幕正式启动。

以“竞技、教育、快乐”为宗旨的黄龙
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一年一届，举办
地在拥有“世界溶洞奇观”美誉的张家界
黄龙洞景区。 过去3年，黄龙音乐季相继
举办了“洞听世界———溶洞交响音乐
会”、“百年经典———屋顶合唱音乐会”、
“在希望的田野上———稻田钢琴音乐
会”、“御笔之巅———峰林音乐会”4个特

色鲜明、个性突出、影响力巨大的音乐盛
宴。 3年间，全国近20万名音乐爱好者参
与了黄龙音乐季，1300万元艺术发展资
助金帮助5000多位音乐艺术爱好者完
成了音乐梦想。

本次音乐季分设声乐艺术周、钢琴
艺术周两大主题板块。其中，声乐艺术周
将于7月22日至30日举行， 分为专业美
声组、专业民族组、音乐剧组、业余组4个
组别，共设置214个奖项，艺术发展资助
金合计186.5万元；钢琴艺术周将于8月2
日至9日举行，共设置204个奖项，艺术
发展资助金合计133.3万元。

418个奖项 319万元资助金

2019黄龙音乐季报名通道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