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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一枚绿色鸡蛋卖2元， 一公斤生态
猪肉卖40至80元， 一公斤蜂蜜卖到200
元……桑植县桥自弯镇谷罗山村的村民
们很意外：不到两年时间，在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帮扶下，村里黑猪、蜜蜂、土鸡等
特色养殖业风生水起， 村民们通过发展
产业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近日，记者来到谷罗山村，探寻村里
产业发展的秘密。

生态养殖，黑猪变成致富猪

谷罗山村位于平均海拔800多米的深
山里，散居着300多户、1000多名村民。

见到村支书谭贤鄂时， 他正在黑猪
养殖基地忙碌着， 前来购买仔猪的农户
络绎不绝。谭贤鄂告诉记者，养殖基地由
张家界国楚农科有限公司和村集体共同
建设，公司占股51%，村集体占股20%，贫
困户占股29%。

2017年， 桑植县法院驻村扶贫工作
队进村后， 引进张家界国楚农科有限公
司，建设养殖基地，以特色养殖示范带动
乡亲们致富。

按照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标准， 公司
投入100多万元，流转土地10多亩，修建
4个猪棚，建起化粪池等设施，去年从宁
乡分3批次引进150头宁乡黑母猪。 走进

猪棚，母猪产床、保温箱、自动换气扇等
设施一应俱全。

“采用‘公司+农户’模式扶持贫困
户。”公司负责人余霞说，由公司负责向
养殖户提供种苗、养殖技术、疫病防治、
订单收购等服务， 农户负责建设养殖栏
舍和养殖。此外，当生猪出栏时，公司以
保底价16元/公斤收购；当市场价高于保
底价时，农户可自行把猪卖掉；当市场价
低于保底价时， 则由公司补齐差价或由
公司统一收购。

谭贤鄂介绍，今年3月份，村里第一
栏出了30多头商品猪， 预计全年可出栏
1000多头商品猪。仅此一项，村集体可增
收10万多元。

林下养鸡，走上脱贫致富路

沿着颠簸的道路，记者来到海拔600
米的白龙泉养殖基地。红冠子、花外衣的
土鸡成群结队， 走出依山傍林的“小别
墅”，有的在追逐，有的在觅食……

主人廖和清正忙着在林里捡鸡蛋。
“两天就捡了300多个鸡蛋。”46岁的廖和
清是谷罗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曾常年
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 去年， 他回到老
家，申请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3
万元，买回6000多只鸡苗，放养在大山
里。“林子里长大的鸡，肉质鲜香嫩滑，鸡
粪还能做肥料。”廖和清说，“虽然我不是

专家，但也晓得生态循环的道理。”
林下养鸡， 是谷罗山村制定的脱贫攻

坚产业计划之一。村民土鸡出栏后，由张家
界国楚农科有限公司统一收购， 销售至学
校、医院和各大超市等，以农超对接、农校
对接、农医对接等方式，大力拓展“订单农
业”。

“50元/公斤，卖了4000多只，去年赚了
10万多块钱。”廖和清说，今年继续扩大养鸡
规模，争取达到1万只以上。目前，村里注册有
桑植县廖二宝土鸡养殖合作社， 全村13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加入到合作社中。

“希望早点修好从村部到养殖基地的
水泥路。”廖和清告诉记者，前往养殖基地
道路颠簸，每次鸡蛋运输出去，都会破碎一
些，对养殖户也是不小的损失。

林中养蜂，酿出甜蜜新生活

谷罗山村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植
被丰富，花草繁盛，为野生蜜蜂的繁衍生息
提供了理想场所。

为发展养蜂产业， 村里引进了桑植县
银桂蜜蜂专业合作社，建立分散养殖基地，
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养蜂产业
迅速壮大。

在村干部的动员下， 村民王保清参加
村里组织的第一批养蜂技能培训， 从合作
社提供的300个扶贫蜂箱中， 领回蜂箱46
个，去年净赚5万多元。尝到“甜头”后，他今

年进一步扩大规模，“力争蜂箱达到80箱。”
“不仅委托合作社代养，我自己在家也

养了几箱蜜蜂。” 贫困户廖春清去年养蜂2
箱，收获20公斤蜂蜜，获利4000多元。

目前， 全村已有30户村民发展养蜂产
业，林下养蜂项目初具规模，许多贫困户有
了稳定收入。

“把养蜂产业打造成村里的支柱产业，
带动整村脱贫。” 村第一书记谭志文说，凭
借着这份“甜蜜”事业，谷罗山村计划今年
实现人均纯收入8000元。

■蹲点感言

牵好产业扶贫“牛鼻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发展产业是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
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面对高山
险路的阻隔，谷罗山村立足大山实际，盘活
大山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生态养殖、林下
养鸡、林中养蜂等产业风生水起；同时，引
进市场主体 ，创新 “市场主体+合作社+农
户”经营管理模式，鼓励有产业发展能力的
贫困对象，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发展产业，
带动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分享红利。

牵好产业扶贫的 “牛鼻子 ”，是谷罗山
村脱贫致富的秘诀。只有当产业发展起来，
贫困村的“造血”功能变强，贫困群众方能
拔掉穷根，最终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胡信松 )记者今天从
省国资委获悉，我省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省属监
管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重点，通过运用市场机
制、经济手段，今年将减少省属监管企业二、三级“僵
尸企业”24家，确保年底全面完成“僵尸企业”处置工
作。

据了解，2017年底，省国企改革办出台了《省属
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方案》，明确了“僵尸企业”
处置范围限定为省国资委确定的省属国有企业，处
置重点为钢铁、煤炭、有色行业，适当扩大至其他产
能过剩行业、资源枯竭矿山和其他非工业企业。经综
合认定，华菱集团、湘煤集团、湖南国资公司等13户
省属监管企业中二、三级企业共有64家僵尸企业，其
中二级企业30家、三级企业34家。

按照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要求， 湖南省国资
委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一企一策” 制定
分类处置方案：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严重资不抵
债的“僵尸企业”，依法破产清算一批；对同行恶性竞
争、行业重复建设、技术水平偏低的“僵尸企业”，兼
并重组改造一批；对管理粗放、冗员过多、劳动生产
率明显偏低的“僵尸企业”，强化管理提升一批，推进
监管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提高市场竞争力。在
去年完成40户“僵尸企业”处置的基础上，今年又有
9户“僵尸企业”处置取得明显进展，其中4户通过管
理提升实现扭亏为盈、2户通过重组被合并整合、3户
正在通过清算方式予以出清。

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各企业妥善安置职
工，通过挖潜消化一批、促进转岗就业一批、实行内
部退养一批、依法终止劳动合同一批等方式，多渠道
分流安置职工。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2019年
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于6月10日开始
发售，6月19日结束。两期国债最大发行总额400亿元。

其中，第七期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为4％，最大
发行额为200亿元；第八期期限为5年，票面年利率为
4.27%，最大发行额为200亿元。两期国债于2019年6月
10日起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10日支付利息。第七期
和第八期分别于2022年6月10日和2024年6月10日偿
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两期国债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 以百元为起点并
按百元的整数倍发售。 两期国债为记名国债， 可以挂
失、提前兑取和办理质押贷款，但不可流通转让。我省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
18家银行代销两期国债， 有意购买者可到这些银行网
点柜台及网上银行购买。

省属监管企业今年将
处置“僵尸企业”24家

年底全面完成处置工作

400亿元国债
6月10日开卖

湖南18家银行发售，6月19日结束

———记者蹲点见闻

一村三产业 脱贫路子宽
———桑植县谷罗山村见闻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 ）全省建成国省干线服
务区达112个、 星级服务加油站81个、
204套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今天，
省公路管理局发布， 近年来通过加大
路政管理、科技治超等措施，全省公路
环境显著改善。截至5月底，全省高速
公路超限超载率降至0.48%。

据介绍， 我省加强车辆超限超载
治理，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
村公路、城区道路同步推进“无盲区”
治超； 同时加大科技治超力度， 建成
204套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非法超限
超载运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4月1日起， 全省高速公路启
动入口治超。即，货运车辆途经高速公
路入口时，将被进行智能称重检测，确
认为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将被劝
返，禁止其通行高速公路。实施入口治
超以来， 全省高速公路匝道收费站入
口阻截率达99.6%， 超限超载率降至
0.48%。

今年5月， 我省在全省范围开展
“路政宣传月”活动，各地在公路服务
区、 加油站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停车
休息、应急物资等免费便民服务，极大
提升了湖南公路形象。

目前， 我省创建了星级服务加油
站81个，建成公路服务区112个，均成
为过往司乘人员的“温馨驿站”。

省公路管理局局长张汉华介绍，
目前全省公路总里程达24万余公里，
公路路域环境已基本实现“八无”目
标。即，无违法和无序广告、无违法建
筑物、无穿越公路的违法设施、无违法
设置非公路标志、 路基路肩边坡无网
围栏等障碍物、无摆摊设点占道经营、
无打场晒粮现象、 公路用地范围内无
堆积物。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端午节和高考临近，6日芒
种，高温撤退，雨水上线。天气预报称，端
午节和高考期间， 湖南仍多降雨天气，部
分地区雨势强。气象专家提醒考生和有计
划出游的朋友，提前做好交通出行安排。

6月6日7时6分将迎来芒种节气。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
处处菱歌长。”芒种时节也是一年中最忙
的季节。芒种就是有芒的大麦、小麦已经
成熟， 可以收割了； 这个时节的湖南农
村， 单季稻已经种好， 等候下一季的收

成。 而参加高考的学子也迎来自己的大忙
时节，生命的丰盈来自于耕种，芒种是期待
收获的季节。

芒种时节，湖南已经步入主汛期，这一
节气也是我省雨水最多的节气。 这一时节
的显著特点是天气更热、气温更高、湿度更
大。专家提醒，要注意及时补水，以防脱水
和中暑， 尤其是即将参加考试的广大考生
和家长，更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饮食应以
清淡、质软、易消化为主；起居上顺应昼长
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中午小憩。

省气象台预计，6日白天，永州、郴州及

衡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多云
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湘潭、
株洲、长沙部分大雨，局部暴雨；6日晚到7
日白天， 湘中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
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
阵雨或雷阵雨；7日晚到8日白天，湘北阴天
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大雨， 局部暴
雨， 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阵
雨。8日至10日， 省内自北向南还将有一次
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湖南
高温天气减退。

今日芒种 期待收获
高考和端午假期多降雨

月桂聊天

6月5日，嘉禾县经济开发区企业车间，学员在听技术人员讲解产品研发生产情况。当天，该县党校科干班50余名学员走进经
济开发区企业接受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学员创新发展意识。近年来，嘉禾县委党校采取现场教学、体验教学、访谈教学等方式，通
过交流、思考和研讨，达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目的，极大地提升了学员培训实效。 黄春涛 廖利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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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公路出行
环境显著改善

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率
降至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