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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省农
业农村厅今天在长沙举行以“尚德守法，食品
安全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主题宣传日活动，2019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在全省启动。记者现场获悉，湖南主要农产品
合格率达97%以上。

优质农产品是“产”出来的。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 全省加快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
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推进质量强农行
动。各级农业部门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从源头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全省去年农业
标准化复种面积达4200万亩，创建国家级、省
级畜禽养殖规模示范场970个，创建部级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442个，不断增强绿色、安全、
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优质农产品也是“管”出来的。以“生产有
标准、质量可管控、产品有标识、信息可查询”
为核心，全省建立统一的农产品“身份证”管
理信息平台； 在全国率先推进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和检测、执法“一体两翼”的综合监管

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提升。落
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 确保农产品产地
准出与市场准入有效对接。

从抽检数据看， 湖南农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稳步向好。去年省级例行监测蔬菜、水果、
茶叶、 稻谷、 畜禽、 水产品的合格率分别为
98.4%、98.8%、99%、99.2%、99.9%和99.2%；今
年上半年省级例行监测蔬菜、水果、茶叶、畜
禽、水产品合格率均达到97%以上，保持稳定
向好的发展态势。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田祥 肖燕

“老伴，等咱孙女放暑假了，还要再带
她去将军修建的教育基地里学习。”

“前几天将军还打电话来了，说孙女新
学期的学费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真不晓得
要怎样感谢他呀！”

6月25日， 韶山市长湖村村民汤能贵
与老伴正在堂屋里聊着天。这时，一位老人
穿过屋前的草坪，一个箭步径直跨了进来，
虽已是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
声音洪亮。“谢什么，都是邻里乡亲！”

来者正是汤能贵口中的“将军”———79
岁的黄祖示少将。 这位5岁就给地下党放
哨、19岁入伍、25岁成为“学毛著积极分
子”、50多岁还奋战在抗洪一线、69岁被解
放军原总政治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
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具有
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传奇将军，淳
朴和善得就像邻家的大伯。

“走，去看看我们的新农村！”告别了汤
能贵，黄祖示一头钻进记者的采访车里，主
动当起了向导。

一路上，干净平坦的水泥道，被绿树翠
竹铺下阵阵阴凉。鱼塘、菜地、稻田错落有
致， 生机盎然。 一栋栋新修的楼房点缀其
中，不时传来稚子欢笑、狗吠鸡鸣。

“这条进村的水泥路就是黄老募资修
建的，以前都是黄泥巴，雨天不穿套鞋都出
不了门。挖塘、打井、种树、修建村委会、养牛、
酿酒、扶贫帮困、办教育基地……这些年，黄
老可没少‘折腾’，为村民办了不少好事。” 同
行的长湖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娴说。

“停！”当车子经过村委会时，黄祖示突
然说道。下车后，只见他朝着一群正在嬉戏
的孩子们走去， 躬着身子弯下腰问：“小朋
友们知道唱红歌吗？ 今天爷爷就教大家唱
一首。”随后，他直起腰，挺起胸，一声铿锵
有力的“立正”之后，打起拍子带头唱起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爷爷完全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一位
普通村民，没有一点架子。”今年29岁的村
民陈冲说，“在我还只有10多岁的时候，他
就开始在村里建教育基地， 希望子孙后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革命战争年代， 作为潭湘宁边区工

委驻地、 湘潭游击队抗日根据地之一的长
湖村，曾被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先后有彭
公达、林蔚、沈一之、周政等13位在湖南革
命战争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此从事
过革命活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
红色的记忆。”黄祖示说，这些历史、人文资
源， 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教材。

“走！继续前进！”重新上了车的黄祖示
军人威仪犹在。一声“指令”之后，汽车又缓
慢行驶在村道上。

绕过几道弯后， 记者见到了一面面庄
严壮观的革命纪念墙， 还有纪念墙旁的一
座座耸立的英烈亭与复兴亭。“缅怀先烈无
私奉献， 不忘初心振兴中华”“晚辈后生勿
可等闲，当同心同德矢志不渝，如此甚幸！”
纪念墙上不仅镌刻着长湖村的革命历史与
英雄人物事迹， 也承载着黄祖示将军对青
年一代的殷殷希望。

“扛着背包就出发，待在这里就安家。”
从2002年开始， 退休后的黄祖示用16年时
间，出资出力修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党员教
育纪念园及培训教育中心，建成了长湖村党
史、军史、村史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馆，并且
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
部、农民、学生讲解红色历史与烈士事迹。

2008年，长湖村被授牌为“湘潭市党
史教育基地”， 至今已接待参观学习者达3
万多人次。

在祭拜完烈士墓往回走的路上，记者遇
到了彭公达烈士的养子———77岁的彭树庄。
彭树庄隔着老远就挥着手与黄老打招呼。

“将军对我们家好得不能再好了，从父
亲墓地的修整，到儿子的参军，再到家中砌
新房，哪样都离不开他的帮助。”彭树庄说，
他不仅倾囊扶贫帮困， 更希望大家精神富
足，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采访结束与黄老告别后， 记者经过了
他的老家。 门口挂着的那副他自己撰写的
“敬天敬地敬父敬母敬乡亲，爱国爱党爱军
爱家爱人民”对联，依旧夺目。无疑，老骥奋
蹄情系桑梓的黄祖示， 已然成了长湖村的
一面精神旗帜。

黄祖示：

老骥奋蹄为桑梓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张璐 ）7月1日将迎来为期62天的铁路暑
运。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今日发布，自7月1
日起，长株潭城际铁路将实施新的运行图，届
时将延长长沙往株潭方向末班车的运行时

间。
此次暑期运行图适当延长了长沙往株

洲、湘潭方向末班车的开行时间。其中，长沙
站至湘潭站方向的末班车， 由目前的20时55
分延长至21时25分； 长沙站至株洲南站方向

的末班车，由目前的20时45分延长至21时。
长沙地铁4号线开通后，树木岭、观沙岭

这两个站可以换乘城际铁路。 此次调图增加
了这两个站的停靠次数， 其中树木岭站的停
站率由34%增至62%。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为确保暑期运输
安全，不要携带违禁物品进站上车。榴莲、
臭豆腐等有特殊异味的物品不能携带乘
车； 摩丝、 发胶等自喷压力容器则限量携
带，不可超过120毫升。旅客可在12306网站
查询具体规定。

铁路暑运7月1日开启
长株潭城铁部分列车运行时间延长
榴莲、臭豆腐等有特殊异味物品不能携带乘车

优质农产品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全省主要农产品合格率逾97%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罗斌辉）今天，博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来
到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拟利用该院在“石煤
提矾”领域的技术和人才资源，进行矾矿提取
五氧化二钒的研究。 随着湖南有色金属研究
院实验室的对外开放， 几乎每天都有省内外
中小企业前来咨询对接。

6月27日是第三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
日”，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科技

创新， 助链发展” 中小微企业日主题系列活
动，包括院士专家中小企业行、开放实验室·
推动技术资源共享活动、 全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网络建设运营培训班开班等， 为我
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送上“智慧大礼包”。

为满足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协调推进湖南有色金属研究
院、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湖南有色冶金
劳动保护研究院等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向中

小微企业开放，开展多形式共建共享。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陈伟介绍，2018

年以来， 该院利用仪器装备为245家企业提供
约1300次的开放性试验活动。作为省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直属的研究院向中小企业开放实验
室，今后开放合作的领域将由科研装备逐步拓
展为技术、人才、智力、信息等全方位的开放。

据悉， 至2018年末， 湖南中小微企业超
83.4万户，占总企业数量的99%以上。

我省中小微企业收获“智慧大礼包”
一批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向中小微企业开放

重温入党誓词 牢记初心使命
6月27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

专题陈列馆前，前来参观的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七一”
前夕，众多党员来到“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荨荨（上接1版）
这位出生于湖南的“90后”，到非洲之初

换了四五个工作。直到2017年，刘鹏与肯尼亚
人士“搭伙”，才正式走上创业之路。

发现非洲人热爱音乐和运动， 刘鹏决定
打造一个非洲本土的耳机品牌。 找到中国代
工厂，在肯尼亚调音、设计外观，一款融合“中
国制造”与“非洲设计”的蓝牙头戴式耳机，在
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热销，
甚至拿到了肯尼亚总统府的订单。

如今，刘鹏又做起了风险投资，助力非洲
青年实现梦想。“越来越多的青年在非洲大陆
投资创业， 我想把中国资本与非洲青年的创
新创业需求对接起来，扩大经贸成果。”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青
年参与其中，成长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新生力量。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举行， 让非洲青年充
满期待。

来自喀麦隆的戴维，6年前来到长沙。受
益于中非经贸博览会带来的机遇，不久前，他
在湖南-非洲企业合作中心帮助下提交了国
际贸易公司的注册申请。

“中国有广阔的市场， 有完整的产业体
系，有丰富的机会，不论做什么都有配套，能
让想法成为现实。”戴维激动地说。

今年2月， 湖南组建湖南-非洲企业合作
中心，主要为非洲各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中国的创业青年提供创业帮扶。 除了提
供免费的办公场所，还围绕种植、养殖、农产
品加工、能源、机械、旅游等九大板块，邀请中
国知名企业家组成“创业导师”团队。

目前， 该合作中心已引进包括贝宁、加
蓬、 津巴布韦等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青
年入驻，收到28个国家青年的入驻申请。

25岁的卢旺达留学生尼可拉， 在中南大学学
习建筑设计，今年7月即将毕业。不同于其他留学
生毕业后回国发展，他决定先留在中国，在“绿色建
筑”领域创业，积累更多知识和实践经验后再回国。

“我们需要更先进的工程机械，但我不仅
仅想把这些设备运回非洲，而是把知识和经验
带回自己的国家，成为中非经贸的连接者、提供
解决方案和创新理念的创业者。”尼可拉说。

中国方案助推非洲现代化
今年是胡月舫来到马达加斯加的第11个

年头。这个来自袁氏种业的农技专家，年逾六
十仍工作在非洲的田间地头， 只为保障非洲
人民的“口粮”。

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下，以胡

月舫为代表的中国专家， 给这个农业人口占80%
的最不发达国家， 带去了杂交水稻的最新技术。
经过不懈努力，胡月舫带领团队成功培植出适合
当地土壤、气候的5个高产杂交水稻品种。

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培育出适应当地环境
气候特点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杂交水稻种子。

“只要马达加斯加全国杂交水稻面积推
广达到15%， 就能实现大米自给。” 胡月舫表
示，依靠中国新技术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平
均产量是非洲当地品种的2到3倍。

饥饿是困扰非洲国家的大问题， 解决之
道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从马达加斯加，到利
比里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来自中国的
“东方魔稻”技术，让粮食紧缺的非洲大陆农
业现代化加速推进。

前来参加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 对稻作技术等中非农业合作寄予
厚望， 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等农业新技术将对
非洲粮食安全、产业振兴提供巨大帮助。

伴随着日渐深入的经贸合作， 更多中国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等“新技术”输往非洲，推
动当地的互联互通迈向现代化。

南非铁路是25千伏交流电压和3千伏直
流电压交错，如何解决？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研发出“双流制”自动切换技术，可以
确保机车在铁路电压交错路段不停车进行供
电制式切换，提高运行效率。

从肯尼亚蒙内铁路， 到阿尔及利亚南北
高速公路，再到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一
条条非洲“天路”，记录着非洲大陆交通体系、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 而这些离不开中国
方案、中国技术、中国装备的巨大贡献。

“我们农业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
设备落后，希望我们国家参加博览会的代表团
能把中国农业机械和技术带回喀麦隆。”喀麦隆
来华留学生楚柯对中国新技术尤为关注。

构建开放高效经贸大通道
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中国-德国-加纳

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被认为是创新亮点之一。
原来，加纳政府发起了“一区一厂”倡议，

计划根据资源禀赋在全国每个区至少建设一
个中大型工厂，缓解能源短缺、清洁水源匮乏
的局面，弥补当地产业空白。

基于湖南与德国、 德国与加纳业已形成的
合作基础， 湖南省贸促会与德国梅前州政府联
合在加纳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 覆盖生物质沼
气发电、光伏发电、雨水收集和水循环处理等。

这种不多见的开放合作机制， 引入了更

多成熟的外部资源，实现了将德国的技术、中
国的产能与非洲的市场相融合。 在湖南省贸
促会会长贺坚看来， 这种新机制的成效大于
原始的1+1模式，是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捷
径，能创新提升中非合作水平。

非洲的鲜花、坚果、咖啡、葡萄酒、木雕
等，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国的服饰、陶瓷、
假发等，则受到非洲民众追捧。如今，动动手
指点开“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只需2至
5天就可收到来自非洲的各类商品。

为了改变传统经贸方式效率低、成本高、周
期长的现状，新设的“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
台，为中非经贸合作构建了一条跨语言、跨时区、
跨洲际的高效新通道。未来5年，该平台预计可实
现入网商品、服务1亿种，服务中非近5亿用户和
100万家企业，年进出口额超100亿美元。

负责运营“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的
杨涛，2012年曾被公司派到肯尼亚工作。当
时， 他发现非洲的零售业多处于乡村集市的
状态，商品少、价格贵。“为何不把国内蓬勃发
展的电商引入非洲？”2014年7月，杨涛在肯尼
亚创办了电商平台Kilimall。

这是中国唯一的“非洲本土+中国跨境”电商
平台公司。 运营5年来，
Kilimall已为多个非洲国
家搭建了电商基础设施，
非洲用户近千万，最高日
订单数达10万笔。

杨涛还在非洲设立
了300多个Kilishop，这
个被称为“村村店”的电
商线下网点， 单个占地
面积仅15至30平方米，
由集装箱改造而成，提
供代购代销、全网支付、
物流终端等服务。

正如中国的“扶贫
小店”， 这类无地域限
制的“村村店”，激发了
非洲当地商品“走出
去”的内生动力。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
行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
夫说， 新的市场机会一
定要新的力量去抓取。
中非之间新的合作方
式， 都是实现互利共赢
可以依赖的力量。

（新华社长沙6月
27日电）

中非经贸合作的“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