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周双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要闻 06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克勤

立秋后， 依旧骄阳似火。 连日
来，记者走进邵阳市一些贫困地区，
看到的是硕果满枝、 丰收在望的喜
人景象。当地干部介绍，再过一二个
月，油茶果、蜜橘、脐橙等将迎来大
丰收。

在新宁县黄龙镇三星村， 村支
书陈忠禄告诉记者， 已有好几位采
购商前来包园收购脐橙， 价格比前
几年要高出很多。

据了解，近年来，邵阳市着力发
展特色产业，打造“一县一业”“一乡
一特”“一村一品”，并通过开展电商
扶贫、消费扶贫等，打品牌、畅渠道，
帮助贫困群众增产增收， 加快脱贫
致富，取得显著成效。至去年底，该
市累计减贫98.31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2014年的16.58%下降到2.44%。

特色产业激发活力
8月10日一早，隆回县金石桥镇

绿远一线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
贵明就带领社员来到地里， 开始挖
龙牙百合，趁清晨凉爽抓紧抢收。

龙牙百合是隆回县特色农业产
业之一，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中国原
产地域保护产品，全县种植面积达2
万亩，年产干片1万余吨，年产值约7

亿元，带动近6万人增收。
在邵阳县白仓镇三门村， 村里

盘活土地3200多亩，发展荷花、有机
蔬菜、 精品水果、 青蛙等生态种养
业。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014年的
1900元增加到去年的5800元，实现
整村脱贫出列。

邵阳市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与
产业优势的农产品，如洞口县雪峰蜜
橘、邵阳县油茶、隆回县金银花、新宁
县脐橙等。该市因地制宜，通过发展
特色产业，激活农村经济，加快脱贫
步伐。目前，该市已发展重点产业扶
贫项目54个，建成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746万亩，成立专业合作组织1581家，
带动了75.4万贫困人口增收。

电商力助山货出山
8月11日， 在洞口县竹市镇，湖

南农家好伙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产
品基地，种着雪峰蜜橘、无花果、罗
汉果、青枣、花生、辣椒等有机农产
品，共计1000多亩。

公司董事长、 洞口县电商协会
会长龙爱红向记者介绍， 去年公司
实现电商销售额2000多万元。 通过
电商培训， 在全县设立电商扶贫服
务站100余个， 覆盖所有贫困村，主
要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销售产品。
高沙镇温塘村贫困户刘贵风将制作
的辣椒酱放在龙爱红的电商平台上

销售，去年增加收入1万多元。
为助力山货出山， 帮助贫困户

增收致富，邵阳市引进了邮乐购、供
销e家、阿里巴巴、苏宁易购等20多
家知名电商。该市还创建了县、乡、
村三级电商平台，将服务延伸到村，
已建立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9个、
发展村级电商网点960个。

邵阳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该市本土电商在市电商协会
组织下抱团发展， 当某个特色产品
上市时，全市电商一起销售，很多农
产品出现脱销，城步乌骨鸡、绥宁青
钱柳等一批农特产品成为“网红”。

去年，邵阳市仅通过“湖南电
商扶贫小店”， 农产品销售额就超
过2000万元； 全市电商交易额达
233亿元，直接、间接带动近8万贫
困群众脱贫。

消费扶贫拓宽渠道
8月12日，在邵阳县味味美食品

有限公司，工人们在晒制刀把豆。正
值刀把豆上市旺季， 公司每天派三
四辆货车去签约农户家收购产品。

公司老板陈洁向记者介绍，消
费扶贫帮自己拓开了渠道。 县工会
刚采购礼品装刀把豆800来件，并把
产品放进了消费扶贫实体店， 进入
县直机关食堂采购范围， 现在销售
情况很好。 公司的种植基地也进一

步扩大， 与农户签约种植480亩，保
底收购， 农户每亩可年增收3000余
元，有1068人实现增收。

去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邵阳市
迅速行动，先行先试，搭建线上平台
和线下渠道， 发动市直单位工会采
购、机关食堂消费；发挥邵商资源优
势， 组织企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

在邵阳县， 建立了线上平台消
费扶贫直通车， 线下还建立消费扶
贫实体店20余家， 为贫困户免费寄
卖农产品。该县规定，工会发放职工
节日慰问品应优先采购贫困户农产
品；机关单位等食堂订购农产品，不
低于食堂年度食材采购总额60%。
今年， 该县五谷源种养专业合作社
种植的1000亩早稻， 上市不久便被
订购一空。今年上半年，全县已累计
在县内推销优质农产品4000多万
元，外销农特产品6000多万元，可带
动1.8万人脱贫。

今年， 邵阳市还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将消费扶贫纳入“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工作内容，动员
结对帮扶干部、主体帮扶户积极参与
消费扶贫， 优先购买贫困农户产品，
并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专栏进行推介。

产销两旺“活水”来
———邵阳市产业扶贫显实效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黄
婷婷 通讯员 袁小康）今天，湖南高
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勇在长沙成立企业院士专
家工作站，重点在“餐厨垃圾减量化
设备研发”“污泥资源化处置” 等方
面开展研究， 解决有机固废处置的
关键技术难题， 推动我省生活垃圾

科学处理。
据了解，工作站目前拥有包括陈

勇院士为代表的全国10余名专家学
者，与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等科研院所开展紧密合作，将逐步构
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使
其成为环保技术的孵化和转化平台。

陈勇是我国能源与环境工程技
术专家，长期从事有机废物的能源化
与资源化利用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
开发，致力于将可燃固体废物转化为
热、气、电等多用途和高值化的能源
产品，为降解固废综合利用工艺提供
关键技术支撑，提升我国城市生活垃
圾循环利用设备的国产化水平。

高岭环保成立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推动我省生活垃圾科学处理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通讯员
王璐 兰志荣 记者 孟姣燕） 省审计
厅近日启动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计。
该厅6个审计组已于12日分赴审计
现场，将摸清常德、益阳、郴州、怀化、
娄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6个市
州部分县（市、区）2018年低保资金
的管理现状、 使用情况和执行效果。
预计9月底完成现场审计。

据悉， 此次审计重点审计民政、
财政等低保工作相关部门，抽查相关

社会救助机构、街道办事处、乡镇，延
伸审计调查村（居）民委员会和低保
对象，发现低保政策执行和资金管理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
议， 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
益。此次审计将充分运用大数据，借
助省民政厅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信
息数据库， 将低保对象的房产、车
辆、财政供养等信息进行关联比对，
排查不符合条件对象违规领取低保
资金等问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
聂沛

8月9日， 记者前往我省首批农
业特色小镇之一的常宁市“油茶小
镇”西岭镇采访。放眼望去，漫山都
是连片的油茶林。颜色透红、乒乓球
大小的油茶果挂满枝头， 待到10月
中旬，又将是大丰收。

常宁栽培油茶已有1700余年历
史，是全国油茶核心产区，素有“中
国油茶之乡”的美誉。去年，全市产
茶油1.14万吨， 年产值达31.3亿元，
带动近10万农民增收致富。

精细管理
促亩均增产逾10倍

“一亩茶山百斤油，家家户户不
用愁。”油茶树3年挂果、5年丰收，盛
产期长达80年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
致富树。这些年，西岭镇的老百姓靠
油茶过上了好日子。

8月9日上午， 记者在西岭镇平
安村一处新造油茶林基地看到，一
棵棵油茶树间距适中、排列有序，在
树苗的中间部位， 包裹着厚厚的塑
料薄膜。

“这是今年新引进的高位换冠
技术， 就是把两个优良品种嫁接起
来， 试验成功后能实现优质产区高
产稳产。”同行的西岭镇镇长吴毅勇
看出记者的疑惑，开口解释道。

西岭多山地， 发展油茶产业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古以来就是
常宁油茶的重要产区。 但过去粗放
式管理导致林内杂灌丛生， 病虫危
害明显，人畜破坏严重，平均亩产茶
油不足2公斤。许多零散种植户甚至
荒了林子外出务工。

为把人心重新聚到油茶上，“稳
产丰产” 是关键。“这些年我们全面
推广标准化栽培和精细化管理，还
引进滴灌、 水肥一体化等先进设备
和技术， 使得现在平均亩产达20公
斤，较以前增长逾10倍。”吴毅勇说，
目前全镇共有油茶林6.1万亩，其中
4万亩已到盛产期。

油茶林的“油水”越来越足，种
植户又把眼光瞄准“林下”。他们或
在林下套种烟叶、油牡丹、尾参等经

济作物，或在林中散养“茶山飞鸡”，
亩均可增收5000元左右。

精深加工
促进产业链条延伸
油茶籽榨出的茶油， 富含多种

人体所需营养成分， 有东方“橄榄
油”的美誉。

但过去古法榨油没有精炼环
节，成品油中仍含杂质，食用起来口
感不佳且略带苦味，被消费者挑剔。

为解决该问题， 西岭镇积极引
进具有现代生产工艺的油茶加工企
业。

湖南殷理基油脂有限公司就是
其中之一。该公司在当地设立2条精
深加工生产线， 每年最多可有超10
万吨茶籽在此华丽“变身”，成为精
品茶油。

“我们的生产线具备脱酸、脱
水、脱色、脱臭和去塑化剂等功能，
能确保茶油品质和口感双提升。”
在公司的精炼车间里，负责人李进
介绍说， 精炼后的茶油赢得市场

“喝彩”，远销澳门、香港等地，价格
也从2010年的每公斤60元提升至
160元。

解决了茶油口感问题， 西岭镇
还引导入驻企业进一步精深加工，
在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

去年，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
限公司首创国内第一条茶油“鲜果
鲜榨”工艺生产线，实现从油茶果

“冷榨冷提”突破至“鲜果鲜榨”，能
够解决雨季大批量油茶果脱壳分
离及晾晒问题， 并更好地提高茶油
品质。

“它还能从剩下的茶枯中提取
茶皂素，制成洗发水、沐浴露等天然
洗护用品。”公司相关负责人杜冰颜
说，该生产线促进了产业链条延伸，
有效提高了产业附加值。

如今， 茶油真正成了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的“黄金油”。2018年，西岭
镇实现生产总值8.12亿元， 其中油
茶产业产值就达6.17亿元。

油旅融合
让农民吃上“旅游饭”
茶籽烤干磨粉， 再套入饼状模

具中裹紧， 蒸熟后侧立放入全木的
船状古榨油机中。 两名年轻力壮的
汉子扶着悬挂着的木槌， 用劲推向
榨油机。不久，茶饼受力渗出滴滴金
黄色的茶油，浓稠润滑。

8月9日下午， 记者正好赶上平
安村古榨坊的传统榨油工艺展演。
活动现场， 围满了慕名而来的外地
游客， 大家争相拿手机拍摄并“打
卡”朋友圈。

“原来过去是这样榨油的，看着
一颗颗茶果经过十几道工艺变成茶
油，真的滴滴都是精华、都是汗水换
来的。”游客王女士是第二次参观，此
次她特地趁暑假带儿子一同前来。

“村里走上了旅‘油’发展的路
子，所有乡村旅游产品都打着‘油茶
牌’。” 平安村党总支书记周法文介
绍，除古榨工艺展示外，清明前后可
采摘茶耳，深秋可赏油茶花、喝油茶
花蜜，还可采茶籽、榨茶油。

油旅融合， 让村里的农民都吃
上“旅游饭”。为提高村民们的旅游
服务意识和水平， 今年平安村还开
办“农民夜校”，围绕如何办农家乐、
建民宿、 当导游等内容进行系统化
培训。

这是平安村拓宽致富路子的新
举措， 也是西岭镇产业结构转型的
缩影： 从单一的油茶种植向乡村旅
游观光休闲、油茶加工、民俗文化体
验等多层次产业结构发展， 打造油
茶全产业链。

2018年， 西岭镇吸引游客20余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000余万元。
一个可吃、可玩、可品的“油茶小镇”
正逐步壮大。

■相关链接

常宁油茶小镇
常宁“油茶小镇”西岭镇距常宁

市区20公里， 总面积123.34平方
公里。目前，全镇共有20余家油茶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3.67
万余名油茶生产、加工、销售从业人
员，先后带动2000余名贫困户脱贫
致富。

近年来，西岭镇采用“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模式，积极探索油

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子 。计
划未来3年内，小镇将建成 “有机茶
油原料基地”“油茶科技文化产业基
地”“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旅游
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和“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基地”五大基地，力争小
镇油茶产业产值突破10亿元。

———来自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的报道

漫山挂满致富果
———常宁“油茶小镇”西岭镇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通讯员 资纪珺

一笔600元的爱心款，在资兴市
回龙山瑶族乡政协联络工委主任金
某手中“逗留”了225天后，才发放到
受助人手中。

8月13日，资兴市纪委对金某宣
布党内警告处分决定时，金某才深刻
领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句话
的分量:“我一定吸取教训，在今后的
工作中加以改正。”

“有时间就给送过去”
2017年5月， 资兴市政协实施

“扶贫·助学·善行”爱心工程，资助
本市在校中小学生中的孤儿和成
绩优异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帮
扶期为5年， 每年每人扶助600元。
家境贫困的回龙山瑶族乡七里村
村民陈某家有两个孩子，属于受助
对象。

“2017年，我家两个孩子都领到
了爱心款。但到了2018年，老三领到
了，老二却没有领到。”陈某说，她到
市政协打听，得知因老二不在本乡镇
上学，而将爱心款委托给乡政协联络
工委主任金某负责发放。

陈某主动电话联系金某， 金某
答应“有时间就给送过去”。但经过
多次电话催促， 金某也未将爱心款
送到。

爱心款迟到了225天
今年5月8日， 资兴市作风办得

知此事后致电询问，金某才在当天急
忙将爱心款发放到位。

“这次多亏了纪委的同志，我还
以为这笔钱拿不到了。” 陈某告诉记
者，5月8日上午， 她接到了金某的电
话。1个小时后，金某就将老二的600
元爱心款送到了家中。

据了解，从回龙山瑶族乡政府到
陈某住处约20公里， 手机地图导航
预计车程30分钟， 金某从接受委托
到将爱心款发放到户， 却用了225
天。

“作风办过问后，爱心款1个小时
就送到了。之前多次催促，竟然半年
多没响动。这种慢作为、不作为的行
为，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必须严
肃查处！”6月26日， 资兴市纪委对金
某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群众利益无小事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出现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应该，希望能吸取
教训，引以为戒。”

“群众利益无小事，工作忙不能
成为违纪的借口。”

“虽然他平时工作表现好，但这
事涉及到教育扶贫，影响很坏，个人
认为应该给予党纪处分。”

7月25日，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
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金某
违纪问题的处分意见，党员们纷纷提
出批评意见。

最终， 金某因违反群众纪律，无
正当理由长时间拖欠受助学生的扶
助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我省启动低保资金审计
审计组已分赴常德、益阳、郴州、怀化、娄底、自治州

爱心款为何迟到22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