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金秋时节， 漫步潇湘大地， 到处都生长着绿

意，奔涌着活力，沉淀着幸福。
壮丽 70 年，湘江源头，湖南“南大门”，换了新

天。
从交通闭塞到枢纽城市； 从一片旷野到产业

高地，从巷深无人识到游客如云，从农业独大到百
业争春……永州人以舍我其谁、永当先进的态势，
催生“春潮拍岸千帆进”的大好局面。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永州市委书记严华、市
长何录春向全市发出动员令：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当好新时代的实干家。 永州必将在新征程上续
写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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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之野响欢歌
———永州奋进 70 年巡礼之农业篇

“见过牛吃草，见过鸡吃草不？ ”9 月 15
日一大早，贺坚勇挑上一担茶箕出门，为他
的土鸡准备“早餐”。

在蓝山县塔峰镇金银福村，36 岁的贺坚
勇是有名的“鸡司令”。 他把土鸡放养在油茶
林下，以发酵草料和新鲜牧草作主食，喂养
的土鸡肉质鲜美，每斤卖到 40元。

2019年，贺坚勇预计出笼生态土鸡 1 万
多只，纯收入 20万元。

目前， 蓝山县共发展林下养鸡 200 多
户，年出笼土鸡 100 万羽，年产值 5000 多万
元。

林下养鸡， 不过是永州农业立足特色、
集聚优势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 永州农业基础薄弱，
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永州市改变粮食“单打
一”状况，紧紧围绕各地农业特色资源禀赋，
以资源换产业、以存量换增量、以特色换优
势，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永州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充分利用永州良
好的生态、资源和地域优势，聚焦农业生产
供给侧结构调整，持续加码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扶持和培育力度。

自此，永州农业告别“小而散”，走上“大
而优”之路。

形成粮油、畜禽、果蔬、竹木、烤烟、茶叶、
药材七大优势产业；基本建成 500 万亩优质
稻基地、270 万亩优质蔬菜基地、150 万亩优
质水果基地、290 万亩优质油茶基地、1000
万头优质生猪基地；创建省、市现代农业产
业园 134 个，万亩以上基地 34 个，万字号养
殖场 38 个； 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5016 家，其
中国家级 3家，省级 49家，市级 226家。

永州农产品保持了湘江源头的原汁原
味，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蔬菜、
水果、油茶、畜禽年产量稳居全省前三位，蔬
菜出口连续 5年排名全省第一。 有力提升永
州在全省农业版图中的地位，成为全省农产
品重要生产、加工、出口原料示范基地。

永州农业将目光瞄向了世界第四大湾
区的巨大市场，积极从产业规模、品牌特色、
市场流通、 安全质量等多领域重点发力，构
建与粤港澳大湾区对接的农产品产销体系，
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果园子”
“乡愁园”。

率先发力，必有回响。 永州农业在对接
粤港澳方面走在了全省各市州前列。

据永州海关数据，永州已成为粤港澳地
区蔬菜、活猪等农产品的重要供体，蔬菜出
口货值从 2014 年的 1.9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3.2 亿元，年均增长 1 倍多，成为永州
经济的新引擎。

骄阳似火， 新田县枧头镇五通庙农业产
业园里，富硒大豆喜获丰收。 但大豆地里不见
了豆农挥舞镰刀的身影， 听到的是机器的轰
鸣声。 这是新田县首次使用机械收割大豆。

据农机手介绍， 一台大豆收割机一天可
收割 30 亩左右的大豆，相比人工，收割效率
提高了数十倍。

今年新田县种植新田富硒大豆 6.5万亩，
已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新型大豆
收割机解决了人工缺乏和小田块大豆收割难
以机械化的难题，助力富硒大豆产业发展。

在田间地头， 大展身手的各种“新玩意
儿”“黑科技”,正是永州农业以科技为支撑,扎

实迈向现代农业的强力证明。
新中国成立以前，永州农业基本上是“刀

耕火种”“靠天吃饭”。
新中国成立以来，永州市委、市政府在国

家农机购置补贴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大
力发展农业机械， 同时广泛兴建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为
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2018 年底，永州农业机械装备总量达到
106.34 万台套 /633.71 万千瓦， 水稻机插率
达到 26.55%，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 68.31%，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稳定在
96%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市场信

息体系、种子种苗体系、农业执法体系和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逐步健全。

与此同时， 永州在兴建一批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和水利工程后， 又先后启动涔天
河水库扩建枢纽工程、 灌区工程和毛俊水库
等三大“国字号”重点工程，农业生产条件得
到了极大改善。

湘江源头，机械轰鸣犹在耳畔，电商助农
再发力。

永州抓住“互联网 + 农业”大风口，颠覆
传统农业生产流通运作方式， 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为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树
立全新的永州农业品牌形象。

今年上半年，永州新培育了沃柑、香芋、
南瓜等电商扶贫特色产业 21 个， 新增 31 种
农特产品入驻电商平台。 线上线下共实现优
质农特产品交易额 7.71亿元， 贫困村农产品
上行交易额 7400万元。

目前，永州拥有全省第一个全品类、全产
业链的市级农业公用品牌“永州之野”。 创建
中国名牌产品 2 个、中国驰名商标 6 件，湖南
省著名商标 57 件、 湖南名牌产品 15 个和认
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401 个，其中获农业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8个。 江永香柚、新
田大豆获湖南省十大农业品牌， 果秀获湖南
省十大企业品牌。

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 65%，永州农业
变得更加“智慧”。永州粮食连年丰产，农业产业
化加速推进，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极大
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罗 毅 严万达 左亚军 唐一平 杨雄春
陈 娟 由 甲

永州之野，秋色漫天，喜话丰收。
这个时节，永州 9 家企业获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首批认定生产基地，永州味道香
飘粤港澳。

70年“精耕细作”，永州农业实现“惊人
一跃”： 全国第四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市；全国首批 6个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产品配送分中心之一；全国首个
整市推进农产品防伪溯源的地级市……

农业强，则农村富。 从破旧不堪到美
丽乡村，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兴农，从外出
打工到返乡创业，永州农村彻底撕掉千百
年来的贫困标签，谱写了一曲乡村振兴的
时代华章。

从“小 而 散”到“大 而 优”

9 月 14 日，2019 年第 10 届环中国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第一阶段顺利在宁远收官。

这是该赛事自去年后再度落户宁远，吸
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 22 支
国内外车队的 132名选手参与角逐。

赛车手飞驰在青山绿水间， 惊叹宁远乡
野之美。 宁远赛段去年曾获评最美风光赛段。

为实现“绿道成网、村落整洁、庭院美丽”
乡村美景，让乡村振兴“换挡提速”，该县把每
一个村当成一个景点来设计， 以九嶷山乡为
核心，以厦蓉高速、二广高速为廊道，以永连
公路、冷九大道为两翼，以禾亭、仁和、天堂、
冷水等乡镇为重点，形成了“一核两廊三线四
镇多点”的发展路径。

今年来， 宁远县农村共清除卫生死角
4165 处，清理生活垃圾 10.2 万吨，拆除空心
房残破房 43.2万平方米。显山、靓水、美村庄，

一幅宁远版“富春山居图”呈现在眼前。
从破旧、落后的省级贫困县，到成为永州

南六县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乡村振兴引领宁
远乡村巨变。

永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全面
推开以“三清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行
动，着力推动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

至 2018 年底，全市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
运率达到 95%，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
村比例达到 30%，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6.18%，基本实现 25户以及 100人以上的自
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农民体育健身设施覆
盖率达到 70%。全市累计建成省、市级授牌美
丽乡村示范村 69 个，其中，省级授牌美丽乡
村 39个。

乡村旅游风生水起。 全市共投入旅游产
业扶贫发展资金 21.73亿元，着重用于旅游项
目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旅游产
业等建设。通过旅游扶贫，辐射带动就业 3.07
万人，促进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 1940 元。 江
永勾蓝瑶寨、宁远下灌村等四个典型案例，在
全省旅游扶贫推进大会上得到重点推介。

永州在全市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乡风
文明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原来房前屋后柴草堆积，垃圾遍地，污水
横流的“脏乱差”落后村庄，变为设施齐全、功
能完善、美丽宜居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

“儿子和媳妇让我回城里住，我才不愿
意回去，住农村多好，用年轻人的话说，是享
受！ ” 永州不少老人更喜欢乡村的生活，打理
门前小菜园，闲暇之余，和邻居跳跳广场舞。

9月 15日，江永县上江圩镇上江圩社区，香
姜收获正当时，最后一茬香姜可收到 11月底。

“价格还不错，每公斤能卖 10元。 ”上江圩
香姜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欧先忠介绍，今年合
作社 2000亩香姜基地， 销售有望突破 1000
万元，126户社员户均利润可达 1.8万元。

如今，“江永香姜”已成为江永农业支柱产
业，全县香姜种植面积达 1.6万亩。 依托“合作
社 +贫困户”的模式，土地、资金、劳务“无物不
股”，村民领分红、挣工资，增收渠道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永州
农业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千方百计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 永州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统揽经济社会发展，举全市之力推进。 同
时，以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为目标，
推进一系列农业农村改革，扶贫产业红火，农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幸福指数涨起来。

土地有了“身份证”，农民吃上“定心丸”。
从 2014年开始，永州市率先在全省整市推进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至 2018 年底，完成证书
发放 109.15户，颁证率达 100%。在新田县开
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2018
年抵押贷款余额达到 4.15亿元。

改革带来活力。 2018年永州耕地流转面
积 272.49万亩，流转率达 56.42%。 新型经营

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累计认定家庭农场
4964 家、新型职业农民 7065 人，发展农民合
作社 6597个。 永州“党建 +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经验在全国推广。

搭好改革舞台，擂响脱贫战鼓，全面唱响
小康生活。 截至 2018 年底， 永州累计减贫
612362 人，贫困村脱贫出列 742 个，贫困发
生率从 13.5%下降至 1.3%。

如今， 永州农民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
化，工资、家庭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合力拉
动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2018年永州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3924 元， 比 1949 年实际增长
43.5倍，农民住房、医疗、教育条件改善明显，
农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从“看 天 吃 饭”到“靠 科 技 掘 金”

从“填 饱 肚 子”到“鼓 起 钱 袋 子”

从“破 烂 落 后”到“美 丽 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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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 瑶山 雪梨 六 月 成
熟， 比普通雪梨提前 40 多天
上市，是湖南重要的“一县一
品” 品牌、“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 今年该县共种植瑶山雪
梨 3.2 万亩，产值达 1.2 亿元，
成为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 李忠林 摄

新田东升村， 农民正在采
摘黄瓜， 并销往粤港澳地区。
永州已成为粤港澳地区蔬菜的
重要供体 ， 蔬菜出口货值从
2014 年的 1.9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3.2 亿元， 年均增长 1 倍
多。 钟伟锋 摄

东安县鹿马桥镇万亩绿色高质高效优质稻示范区。 严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