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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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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6月6日，雨后初晴，龙山县洛塔
乡泽果村空气清新， 群山苍翠欲滴。
看着长势喜人的树苗，村民王正双感
慨地对记者说：“多亏了从长沙来帮
扶的湛果书记！”

“老王，你今后要精细化管理啊，
特别是汛期要注意给苗排水……”话
音还没落， 田埂边走过来一个高大、
黝黑的熟悉身影，王正双激动地快步
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

来人叫湛果，是长沙市天心区的
一名普通街道干部。2017年3月，他
奉组织安排到龙山挂职扶贫，钻进大
山里，当起了洛塔乡党委副书记。

“快过节了， 我来看看乡亲们。”
结束为期两年的对口帮扶工作，离开
洛塔已整整3个月的湛果， 又一次踏
上这片情牵心系的土地。

受制于高寒山区和交通闭塞的现
实，洛塔乡曾是远近闻名的“穷旮旯”，
“有女莫嫁洛塔坡， 拿起蓑衣当被窝”
曾是村民们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片大山美得让人心醉， 也穷
得让人心碎。”顺着湛果手指的方向，
一片风景满目。如何让山里的乡亲拔
出穷根，过上好日子，让他在无数个
夜里辗转反侧。

脱贫必须靠产业，扶贫必先扶产
业。到任后，湛果就开始谋划脱贫的支
柱产业，很快便与帮扶队员、洛塔乡干
部统一了思想：因地制宜，发展既有市
场前景又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

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 湛果进村
入户做调研，访高校寻企业搞分析，一
心扑在扶贫产业的考察论证上。最终，

从47种备选产业中筛选出黄柏、 玄参
等中药材和华南锥栗两大种植产业。

路子的问题解决了，钱的问题怎
么办？

“以前， 扶贫资金都是直接分到
贫困户手中，不一定起多大作用。”湛
果认为， 只有把产业扶贫资金“打
捆”，才能发挥最大效应。

为了让贫困户真正实现自我“造
血”，湛果结合产业发展，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让贫困户来当“合伙人”。

550亩锥栗种植产业示范园内，
漫山遍野的锥栗树迎风摇曳。村民们
每年都能获取土地租赁、务工、分红
等收入80万元以上。

锥栗3年挂果，5年丰果， 收益见
效慢，湛果又提出“长短结合”，在林
下套种中药材。 示范园热闹起来了，
越来越多像王正双一样的贫困户也
主动参与进来。

“我们与高校、 农产品公司等达
成了合作，产品从管理到销售，农户
都不用发愁。” 湛果给王正双算了一
笔经济账：保守估计，一亩锥栗园量
产150公斤， 按每公斤10元保底收
购，100亩便可收益15万元， 这还不
包括套种中药材每亩
2000元的收入。老实
话不多的王正双听了
连声道“谢谢”。

临走时， 湛果还
跟王正双约定， 下个
月带他去长沙的大学
考察学习。

除了锥栗产业，
中药材种植示范园也
如火如荼。 合作社负

责人李英铭告诉记者，目前基地已发
展至1180亩， 扶持带动农户190余
户， 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67户，
年增收在20000元以上。

“没有湛大哥他们，就没有现在的生
活。” 在洛塔乡电子商务服务中心，90后
残疾女孩吴添春笑得灿烂。2017年底，在
湛果和扶贫队的帮助下， 她开起了电商
平台，洛塔乡山货出山有了新出路。

“现在每天都有三四百件货品在
这里进行流通，去年一年，销售额就有
30多万元。”吴添春告诉记者，如今洛
塔的悬崖蜜、富硒土豆、高山水稻供不
应求，村民们致富的劲头特别足。

修路、挖塘、促学校结对……洛
塔乡党委书记李晓辉说， 两年时间，
在湛果和扶贫队的努力下，天心区累
计实施26个对口帮扶项目，投入帮扶
资金2133万元， 招商引资1000余万
元，帮助洛塔乡实现4个贫困村摘帽，
508户2090人脱贫。

但在湛果看来， 自己做得还不
够。“于我而言，洛塔是永远眷念的第
二故乡。”他告诉记者，最近又联系了
5家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希望能
为洛塔产业添把力。

湛果：洛塔界上的致富领路人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周月桂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今天，2019湖南·岳阳龙
虾节———湘阴鹤龙湖龙虾美食文
化节开幕。 节会现场， 全虾宴品
鉴、湘阴特色食材展等系列活动，
在“蟹虾小镇” 鹤龙湖镇精彩上
演，吸引有关专家、湘菜大师、餐
饮名店、游客近万人参加。

这次活动由湘阴县委、县
政府主办，鹤龙湖镇政府、大湘
菜报承办， 旨在以小龙虾为媒
介， 全力创建鹤龙湖“蟹虾美
镇”。活动内容包括小龙虾食客
招募活动、网红打卡免费品虾、
“我是大胃王”吃虾大赛、“你问
我答”知识竞答及线上互动“有
奖抓虾”等，现场设2019小龙虾
上下游产业暨湘阴特色食材展
与“江湖虾客”趣味娱乐活动观
众体验区。

湘阴素有“鱼米湖乡”之称，
全县拥有80万亩良田、100万亩

河湖，是物产丰饶的农业大县、水
产大县。今年，湘阴小龙虾养殖已
达8万多亩。湘阴县县长李镇江表
示， 湘阴将着力推动“龙虾+美
食”“龙虾+旅游”“龙虾+食材”，
进一步做大湖鲜美食产业品牌，
做强品位高雅的湘阴农业产业化
特色小镇， 做优品质可信的全国
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鹤龙湖镇有湖湘“第一蟹都”
之称。近年来，该镇围绕打造“美
食特色旅游名镇” 目标， 秉承将
“小龙虾变成钱袋子，大闸蟹做成
大产业，小集镇实现大繁荣”的发
展理念，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蟹
虾养殖业，初步形成了蟹虾养殖、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在长株潭地
区形成了品牌效应。

当天， 鹤龙湖镇与佛山湖南
湘阴商会广东爱味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等12家企业， 分别签订了小
龙虾生态养殖与小龙虾产品收购
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通讯
员 张康 记者 曹娴）6月12日至
14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环保展
在北京举行。“环保湘军” 在展览
会上精彩亮相， 记者从省生态环
境厅了解到，初步统计至13日下
午， 我省参展企业已收获近亿元
意向订单。

本届国际环保展览会以“推
动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题，集中
展示环保领域高端装备、 先进环
保技术、 系统解决方案与最新环
境服务模式。

我省5家企业参展、 多家企
业观展， 其中航天凯天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永清环境科技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冶长天
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智

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都是我省环
保产业的龙头企业，业务涵盖水、
气、土污染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环保仪器设备等领域，在全行
业具有较强实力。

省生态环境厅在展览会期间
主办了湖南-华北环保技术交流
会。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
介绍， 此次展会推介和鼓励我省
优势骨干生态环保企业“走出
去”，加强与华北地区生态环保领
域交流合作； 同时也欢迎优秀的
生态环保企业、 先进的治理技术
来我省发展和推广， 助力湖南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互利双赢。

据初步估算，2018年我省生
态环保产业产值达到2625亿元，
逐步形成了跨领域、跨行业、多种
经济形式并存的环保产业体系。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黄利
飞） 由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承担的
省自然资源厅重点科研项目“湖南省
煤系气资源评价及综合开发利用研
究”项目，近日通过验收。研究成果显
示，我省煤系气资源量超过5400亿立
方米，集中分布在湘中和湘南地区。若
能够对可采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将有
助于缓解我省能源紧张的局面。

煤系气是含煤地层中储存的煤层
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的统称，属于
非常规天然气。 湖南的含煤地层主要
分布在湘中和湘南的娄底、邵阳、郴州
等地区， 因此这些地方也蕴含了全省
绝大部分煤系气资源。

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院长何红
生介绍，在湖南省煤系气的勘探区域和
有利区带中， 娄邵地区的渣渡矿区、金

竹山矿区， 郴州和衡阳地区的永耒矿
区、马田矿区、梅田矿区这5个矿区属于
一级有利区， 最适宜煤系气的勘查开
发； 属于二级有利区的洪山殿矿区，单
井日产气最高能达1851立方米。

煤系气应如何科学勘探开发？专
家建议采取煤、气协同开发，采煤采气
一体化的模式， 并在渣渡矿区利民井
田中深部开展煤系气示范工程， 通过

煤系气示范工程建设推动全省煤系气
的勘探开发。

“以往条件和技术不成熟，煤矿开
采中， 这些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气体
只能排放到大气中，既浪费了资源，又
加剧了温室效应； 在煤矿开采前就进
行煤系气的开采， 还能大大降低煤矿
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何红生表示，
这样做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

我省煤系气资源量超过5400亿立方米
集中分布在湘中和湘南地区，专家建议采煤采气一体化开发

万人龙虾宴 美味鹤龙湖

“蟹虾小镇”开启
龙虾美食文化节

“环保湘军”亮相中国国际
环保展览会

已收获近亿元意向订单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唐盛欢 李荟蓉 杜瑞
斌） 6月12日,临武县举行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开工、竣工仪式，共集中开
工、竣工项目15个 ，涉及休闲农业、
风电、 生态旅游等产业， 总投资达
29.59亿元。

当天，临武柚无病毒苗木基地、
九泽水风力发电场项目、 麦田乡村

生态旅游等10个项目集中开工。同
时，艾文化生态观光园、十里樱花等
5项目竣工。 其中湘美天下·十里樱
花生态旅游景区占地面积1.2万亩，
总投资5.5亿元， 年接待游客能力
200万人次。

近年来， 临武县实施“产业主
导、全面发展”战略，大力开展“产业
项目建设年” 活动。 该县精准对接

“北上广”， 先后引进北京隆海义盟
集团、苏州金螳螂、东莞久森新能源
等大批产业项目。同时，进一步优化
发展环境， 深化“放管服”“一次办
结”改革，推动项目落地。今年，该县
计划实施重点产业项目67个， 总投
资264.32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74.23
亿元。目前，已有64个重点产业项目
开（复）工，完成投资38.63亿元。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郭洛夫）今天，湘潭综
保区7大项目集中签约， 项目全部投
产后将实现年进出口额达4亿美元、
销售收入12亿元人民币(产值)以上。

当天签约的7大项目分别是必维

集团湖南办事处项目、货之家跨境电
商保税备货项目、黑米科技电子工业
内窥仪生产制造项目、互通国际供应
链管理项目、永成汇巴西肉制品进口
贸易项目、子芮供应链项目、进口钢
琴国际贸易项目。

此外，湘潭综保区还与中国农业
银行湘潭分行建立了全方位、 深层
次、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
在国际物流、跨境电商、通用航空、食
品级玩具加工等多个领域择优支持
企业发展。

湘潭综保区自2015年4月20日
封关运行以来，经济发展迅速，技工
贸总收入逐年翻番，进出口额年均增
速20%以上。截至目前，湘潭综保区
共入驻项目66个， 其中加工贸易类
12个、仓储物流类11个、国际贸易类
12个、保税展示类11个、跨境电商类
12个、服务类8个，打造了商业模式
新、功能定位准、要素供给强的新兴
产业、新兴业态孵化平台。

湘潭综保区7大项目集中签约
投产后将实现进出口额4亿美元

临武15个产业项目集中开竣工
总投资达29.59亿元

忙育苗
壮产业

6月13日，新宁县 山镇盆溪
村宝丰园艺场， 农民在移栽脐橙苗。
近年，该县践行“百里脐橙连 山”的
产业发展理念，通过壮大、升级脐
橙产业， 着力打造休闲观光长廊
与特色农产品品牌， 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 石国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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