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来自长沙市130所中小学校的335
名学生齐聚一起， 参加“我和我的祖国———长沙市中小学第五届漫画大赛”。
赛事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 不仅使广大学生更加了解、 热爱漫画艺术， 也发
掘了一大批优秀的漫画人才。 彭兰沣 摄

妙笔漫画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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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衡阳回雁峰，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衡阳
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农业人口达616.63万人，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这里正在以优厚的就业
创业政策，吸引着外出闯荡的游子，或是在本地小
有成就的创业者，投身最广阔的乡村建设，打拼出
不一样的天地。

深圳IT女，返乡种枇杷

走进衡东县高湖镇新旺村，目之所及，满山青
翠，一排排整齐的枇杷树漫山遍野，洣江万亩优质
枇杷产业园名不虚传。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那是2014年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有

人上山扫墓，不小心点燃枯草引发山火，好几个山
头都烧得光秃秃的。”9月17日， 单丹向记者回忆
道，看着经济并不发达的家乡，她和家人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要不要为家乡搞点农业产业开发，带动
当地的经济发展呢？

当时，单丹一家都已在深圳定居，单丹大学毕
业后就进入一家IT及互联网公司上班， 薪资稳
定。在父亲的努力下，大家庭打理的一个文化公司
也有声有色。

父亲肯定了单丹的想法， 从人力财力物力
上给予支持。于是，这个戴着眼镜、工作生活相
对单纯的IT女， 成了湖南省洣江农林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 公司在2014年创立之初就有
大规划， 要打造湖南省栽培软条白沙枇杷的大
型种植基地。

“身份的变化，是一种颠覆，也是一种成长。”
单丹说，公司刚成立时就面临一大困难———土地
流转，因涉及人数多，有的村民不知道种枇杷有什
么好处，让单丹费了不少口舌。

后来，单丹租了几台大巴，载着村民代表前往
浙江省兰溪镇的白沙枇杷原产地参观。看着当地
人因整村种植枇杷发家致富，村民们态度发生了
改变， 单丹顺利签下了土地流转合同。2015年3

月，园区开工建设，首批就栽种了4700亩，辖5个
村26个组。

“今年五六月份的枇杷成熟季，已达到向市场
输送2.5万公斤的产量， 大部分通过人们参观采
摘，就地消化。等基地的枇杷到了全部盛产期，产
量可达2000吨。”单丹说，随着人气越来越旺，公
司还设立了研学实践基地、 滑草场和千人生态餐
厅。

现在，单丹已在尝试以基地为中心，统一提
供枇杷苗与技术、种植标准，带动周边农户种枇
杷，公司再统一回购。目前通过枇杷产业帮扶、
委托帮扶等形式， 带动171户580位农户及贫困
户就业增收。

“目前带动开发600亩，我的目标是5万亩。”
单丹兴致勃勃地说， 作为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
目，公司获得了省市项目扶持资金14万元，被评
为省就业扶贫基地， 还准备申请50万元的贴息
贷款。获得人社部门多方面支持的单丹，有信心
带领村民闯出一条不但脱贫更能致富的乡村振
兴之路。

“衡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越来越多
的农民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从分散经营
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经营。”衡阳市人社局就业
服务中心主任曹云告诉记者，2018年至2019年
6月底，全市实施乡村振兴计划以来，新增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5565个， 帮助农村近20万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

8个大学生，乡村创业忙

汽车出衡阳，走了高速走乡村公路，七弯八绕
近3个小时，来到了祁东县太和堂镇大路边村。

一个头戴草帽、手提挎包的90后小伙朝我们
走来，晒得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更像当地的农户。
他是湖南大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奕辰。

毕业于湖南工学院的刘奕辰， 不仅在读大一
时就开启创业之路， 而且毕业即创业， 曾获评
2017年全国大学生创业百强。最有意思的，他拉
了7个小伙伴跟他一同创业，从幼儿园同学到大学
同学都有。

“别人创业，一步步向城市扩张。我们的公司，
一次次向更偏远的乡村发展。” 刘奕辰告诉记者，
这次来到大路边村建设300亩黄桃基地， 已是公
司的第三个农业种植基地了。自从来到这里，回一
趟衡阳的家，来回需要6个小时。

刘奕辰从2015年起涉足农业开发， 而且，他
有一个原则，只搞开荒种植。

“开荒种植，水稻无污染，果子更好吃，容易集
合成片好管理，且更能突出价值。”刘奕辰说起来
头头是道。

“能让一亩荒地创造出6万元的价值，是不是
很有成就感?”刘奕辰问大家。

他说的一亩荒地值6万元，说的就是他现在种
植的黄桃。2017年底开荒种树，2019年6月开始挂
果，今年收了5000多公斤。

“我们在这里开荒种黄桃，看着树从小手指粗
变成了手臂粗，再苦也觉得很开心。”刘奕辰的合
伙人彭贰东告诉记者。小彭是岳阳人，大一时就跟
着刘奕辰一起做事， 现在当上了公司黄桃基地的
负责人。

刘奕辰跟他的7个小伙伴，已在衡阳县、祁东
县等地创建了3个农业基地，虽然产值一年比一年
高， 但由于农业投入周期长， 目前仍处于亏损状
态。

“刘奕辰给我们7个人都开工资，除了自己不
开。” 公司的行政兼财务总监莫甜洁告诉记者，她
也是刘奕辰的大学同学。

“农业投入周期长，但我们能扎根做下去，源
于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刘奕辰说，2016年
至2018年， 公司先后获得衡阳市创业担保贷款6
万元、10万元、50万元的扶持。

“搞农业创业，能实实在在地帮到村民，这也
是我坚持走下去的原因。”刘奕辰说。他不仅成功
带动7名大学生团体创业， 还长期吸纳37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业，帮助当地年龄偏大老百姓80多
人在家门口灵活就业。

刘奕辰对未来很有信心。他说，到2020年黄桃
大面积挂果后，预计亩产黄桃3500公斤，年收入可
达600万元。等黄桃产量稳定后，他还计划扩大黄桃
种植规模，吸纳更多的村民和贫困户加入种植。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是国家为解决各类人员
创业资金不足而制订实施的一项促进就业创业政
策。由政府提供担保，财政给予贴息，有效化解普
通创业者融资难、担保难的创业门槛问题。

我省从2003年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来，
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努力，不断创新，收到了良
好效果。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
落实， 全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充分发挥 “就业效
应”，政策推动就业创业成效显著。创业担保贷款
作为一项“开发型”和“造血型”的扶持政策，为初
创期以及成长扩大期的个人创业者或小微企业提

供资金扶持，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每扶
持一人创业带动多人就业。

2018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南省
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 进一步加强创
业担保贷款扶持。 包括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对象，农
村自主创业的农民可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人
员自主创业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申请额度由10万
元提高到15万元， 合伙创业的按合伙创业人数、组
织起来共同创业的按组织起来创业人数，每人最高
15万元额度，最高贷款额度为75万元，贫困地区按
规定全额贴息3年，其他地区按规定全额贴息2年。

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25%
(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 并与其签订1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 按规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300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各地可因地制宜适当放宽创
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超出中央规定的贷款贴息
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

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
借款个人和小微企业， 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

目前，我省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7.79亿
元，直接扶持39.93万人创业，带动就业超过150
万人；全省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从2015年底的
13.2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7.3亿元，担保基金持
续增长，担保能力极大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整理）

湖南日报 9月 22日 讯 （金 慧
唐璐 ）9月20日，2019中国国际食品
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开幕，全方位展示
国内外食品、餐饮发展成就。同时，举
办第三届湖南名优特新粮油产品推
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采购
商、经销商代表参加。

湖南是粮食大省 ， 粮食资源
丰富多样。近年来，全省通过实施
“粮油千亿产业工程 ”“湖南优质
粮油工程”和“五扶工程”，推动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骄人

成绩。去年，全省粮油加工业实现
总产值1400余亿元， 比上年增长
6.8%，居全国第8位 。这次食餐会
湖南粮油展位面积达 7000平方
米，14个市州共组织147家企业参
展，展品有米、面、油、杂粮及粮油
制品等200多个品种。

“开展才半天，就有两个电商平
台来谈合作。” 湖南吉娃米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龚文兵说，公司每年参加食
餐会，既能向外推荐优质产品，也能
向同行学习。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办

稳就业·湖南在行动

乡村振兴吸引大批有志者投身打拼———

创业青山绿水间

■政策链接

我省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第三届湖南名优特新
粮油产品推介会举行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姚波）湖南省学生服专业委员会20日在长沙成立。省学
生服专委会由湖南省质量检验协会组织， 全省从事学

生服及相关生产销售的50家企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
据了解， 目前湖南学生校服消费市场估值约

5亿元， 本省生产企业占有50%左右的市场份额。

由于信息不对称， 家长对学生校服生产市场认知
有限，对产品质量了解不多。一些小规模生产企业
为了中标开出低价条件，以低质面料、粗糙做工赶
制订单，导致一些地方学生校服的招投标陷入“低
价低质”的怪圈，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省学生服专委会会长陈明霞表示， 专委会将
致力提升行业质量， 推动全省学生服行业“组织
化、合作化、规范化”发展。

湖南学生校服消费市场约5亿元
我省成立专委会推动规范化发展

湖 南 日 报 9月 22日 讯 （金 慧
唐璐 ）9月20日，2019中国国际食品
餐饮业创新发展峰会在长沙举行，与
会人员就“数字食代、智绘未来”进行
了大讨论。

“食品餐饮行业在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 增强发展动力方面，
大有可为。”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
中心主任刘德成认为，食品餐饮业
在扩内需、促消费、
稳增长、 惠民生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在互联网影响
下， 也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 。 步步高
集团总裁陈志强发
表演讲认为， 未来
餐 饮 行 业 将 通 过
“智慧”转型来促进
消费升级 ， 实现数
字化顾客 、 数字化

商品及数字化运营。
会上，中粮集团保障供应部总

监陈刚还就“构筑食品安全底线、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进行了主题演
讲，美团点评餐饮学院院长白秀峰
分享了科技给餐饮行业带来的变
化，三良食材服务集团董事长朱长
良从供应链视角发表了关于食材
及餐饮产业标准化的演讲，引起共
鸣。

共话“数字食代、智绘未来”
2019中国国际食餐业创新发展峰会在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