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王
晗）今天下午，伴着欢快的歌曲《中国味道》，“永
兴冰糖橙·果粒更青春”郴州永兴冰糖橙专场推
介会拉开帷幕。外形饱满颜色金黄的橙子、惟妙
惟肖的“橙子”人偶、青春洋溢的舞蹈，在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掀起一股“橙色旋风”，吸引了海南、
广东等地采购商洽谈采购， 不少逛展的观众驻
足品鉴。

永兴冰糖橙皮薄少核、 果香味浓、 甜润爽
口，受到消费者青睐，不仅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还拥有“中国十大名橙”“全国十佳柑橘地
标品牌”“湖南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等美誉。

推介会上， 永兴冰糖橙种植大户廖帮文介
绍，凭借良好的种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区
域气候条件，果农们逐步走上致富路。近年来，

永兴县委、县政府重视冰糖橙产业发展，聘请技术
专家对冰糖橙种苗繁育、基地开垦、果品分选进行
标准化体系建设， 提高冰糖橙的品质和产量。同
时，积极在品牌、包装上谋划，提升永兴冰糖橙产
品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目前，永兴冰糖橙种植面
积达16万亩，今年预计产量10万吨，产值10亿元。

推介会现场， 永兴县发布全新升级的永兴冰
糖橙VI品牌标识和全新产品包装。色彩方面，全新
的品牌标识识别采用的主色是永兴冰糖橙的橙
色，传递的是丰收富庶；辅助色为绿色，寓意健康、
环保、安全。图形方面，融入了永兴二字拼音首字
母Y和X图形。今后，消费者购买永兴冰糖橙，有了
更清晰的辨识标准。

据悉， 永兴冰糖橙还要1个月才能大规模上
市。

永兴冰糖橙掀起“橙色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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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 农业博览会
（简称农博会）10月25日开幕。“湘字号”农产品
品牌云集，各路采购商现场采购，产销对接活动
紧锣密鼓铺开。

一年一度的农博会，堪称丰收的盛会，也是
湖南农业发展的缩影。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最
初几届农博会，参展企业不强，品牌不多不响。
历经多年培育，本届农博会，近1000家企业参
展，绿色品牌唱“主角”。

区域公共品牌、一县一特品牌、地理标志品
牌……公共品牌旗下，还有不同的企业品牌，彰
显各自特色，引来客商“追捧”。

农博会上，品牌斗“靓”，见证湖南农业高质
量发展盛景。

打响品牌，带动基地农民增收

唐人神香肠、绿叶水果、华容芥菜、舜华临
武鸭、银山冰糖橙……本届农博会上，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精心组织省内龙头企业携带1300多
个知名产品参展，涉及粮油、果蔬茶、肉奶蛋、水
产品、中药材等大类。步步高采购部负责人兴奋
地告诉记者，“湘字号”农产品品牌越来越响，数
量越来越多，对采购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近几年，湖南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
地，品牌农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省里重点扶持
的湖南茶油、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在粤港澳市
场叫响品牌，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省农业农村
厅评选十大公共品牌，助力农民增收。保靖黄金
茶、炎陵黄桃、沅江芦笋、新晃黄牛、宁乡花猪、
汉寿甲鱼等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农博会现场， 保靖黄金茶公司负责人介
绍，公共品牌带动黄金茶拓展高端市场，基地鲜
叶收购价“水涨船高”，农民种植“黄金茶2号”，
每亩卖鲜叶的收入逾5000元。十大公共品牌的
订单基地，普遍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让农民分享品牌红利。

“新产品发布，农博会是最好的舞台。”唐人
神展柜工作人员介绍，从第一届农博会起，公司
每年在展会上推出新产品。本届农博会，公司发
布的新产品包括“一酱多吃”香肠、腊肉拌饭酱、
鸡肉小枣、火锅小香肠等。公司负责人称，农博
会也是学习交流的好平台， 与实力强大的公司

“打擂”，与高端品牌的产品“斗靓”，企业才能不
断进取、由弱变强。

农机助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本届农博会，气势宏大的农机展馆，展出各
种各样新机具， 吸引合作社和种田大户纷纷咨
询下单。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机械化。在农村劳动力

日渐短缺的大背景下，新型经营主体壮大崛起，适
度规模经营渐成主流。大户种田，必然要靠机械化
托起致富梦。展馆工作人员介绍，本届农博会严格
筛选，参展机型适合南方水田耕作环境；展出的各
种养猪新设备，可满足养猪大户的需要。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推出一系列有力举措，
强化农机“千社”工程、实施洞庭湖区农机化提升
工程，着力推动农业机械化，稳定主要农产品生产
保供给。

农博会上，水稻耕整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
烘干设备等机械整齐排列， 从种到收全套机械可
选择。针对机插短板，此次展出的多款乘坐式高速
插秧机备受青睐。

省农机事务中心专家介绍，目前，全省水稻机
耕机收已基本普及，机械植保、烘干等“短板”正
在补足。全省已拥有植保飞机近2600多架、烘干
机9200多台，建成区域烘干中心800多个，全省水
稻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4.8%， 为确保粮食安全
贡献“农机力量”。

生猪生产通过多次“洗牌”，散户纷纷退出，规
模养猪户逐渐填补市场空间。 本届农博会展出养
猪保育设施、消毒机械、智能喂料机、粪污干湿分
离机，引来养猪大户咨询订购。大拇指公司展台负
责人称， 安装全套自动化的养猪设备，3个劳动力
即可管理年出栏1万头的猪场， 大大节省人力，还
能改善环境，让猪“茁壮成长”。

绿色品质，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南洲稻虾米、仙女蔬菜、铁香茶、江永香柚、永
顺猕猴桃……“湘字号”绿色食品展台人气旺盛。

“认准绿色食品标志，农产品可放心购买。”省绿
色食品办公室的同志当起义务导购员。 许多逛会展
的市民用手机扫码，追溯绿色食品的产地和质量。

放眼品牌农业馆，米面油、果蔬茶、肉奶蛋等
展品，绿色食品占大头。据省绿办提供的数据，至
今年上半年， 湖南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73
个、绿色食品认证1749个、有机食品认证201个。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满足人民群众
消费升级的需求，湖南努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引
导农民告别“大水、大肥、大药”的粗放式生产，推
广绿色生产方式，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 省里打造98个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在铁香茶业展台，记
者用手机扫码，显示茶叶产地为湘阴鹅形山，茶园
引入赤眼蜂等天敌杀虫，杜绝打农药；有机肥替代
化肥，确保茶叶的绿色品质。

农博会开幕第一天， 湖南农业成就馆迎来中
部各省代表团， 湖南发展绿色农业的经验引起大
家的兴趣。讲解员介绍，近几年，湖南制订发布农
业技术规程和地方标准2800余项，建设农业标准
化基地4200万亩， 确保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同
时，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测体系
和追溯体系，让绿色农产品都有“身份证”， 真正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刘勇）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今天在农博会现场举办推介会， 向国内外客商集中
推介“湖南好粮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亦贤介绍，近年来，湖南通
过抓示范带动、标准引领、品牌创建和推介营销，绿色优质
粮油产品供给明显增加，2018年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
1450亿元，增幅达6.4%，总量居全国第八位。湖南现拥有中
国粮食第一股“金健米业”、中国挂面第一股“克明面业”、中
国菜籽油第一股“道道全”等多家粮油类上市公司。

省食用植物油产业联盟首届轮值会长单位———道道全
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在推介会上详细介绍了
湖南菜籽油的资源和品牌优势，并表示，产业联盟将通过扩
大原料生产、推动科技创新、制定团体标准和强化品牌建设
等方式，促进湖南食用植物油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省环洞庭湖地区稻米产业联盟相关负责人就湖南稻
米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讲解。 环洞庭湖地区是湖南最主
要的稻米生产基地， 造就了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长沙米
市，常德香米、南洲稻虾米、兰溪大米相继获得国家农产
品地标产品认证。

本届农博会上，环洞庭湖地区涉及优质稻米生产、加
工、经营的32家龙头企业抱团参展，共同打造“洞庭香米”
区域公共品牌，颇受客商青睐。

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03

农
博
会，

见
证
湖
南
农
业
盛
景

“湖南好粮油”精彩亮相
“洞庭香米”区域公共品牌受青睐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彭雅惠）在今天开幕的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我省举行了
“农民丰收卡”发放仪式，助推全省城乡移动支付服务智
能化，让湖南农民共享支付技术改革红利。

为响应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精神，今年4月，中国银联
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乡村振兴主题卡”，为涉农生产的支
付结算、 资金信贷和农业信息化建设等重要需求提供解
决方案。“农民丰收卡”是“乡村振兴主题卡”系列产品之
一，面向农村地区农户、城市地区购买农产品客户发行。
持卡人享有包括生活类、生产类、保险类、专项营销、农产
品产销等丰富的权益保障。

湖南是农业大省，自“乡村振兴主题卡”发行以来，农
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长沙银行已率先与中国银联签署发
卡协议，兴业银行及邮储银行已签署总对总协议。中国银
联湖南分公司负责人介绍，在湖南发行的“农民丰收卡”
功能进一步得到完善，可全方位满足各类主体消费、存取
现、转账、手机闪付、二维码支付等支付需求。

据了解，我省办理“农民丰收卡”的农村用户可享受
工本费、开户手续费、卡片年费、跨行取款手续费、异地取
款手续费等费用减免，享受法律咨询、家庭医生、涉农保
险等特色权益服务；城市用户则可通过“产销对接”形式，
更加便捷地买到安全、可靠、低价的农产品，助力我省农
产品市场上行。

我省发行“农民丰收卡”
可全方位满足各类主体消费、存

取现、转账、二维码支付等支付需求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后我国农业
生产、农产品买卖情况都能在地图上一目了然。今天，农
业农村数字一张图智慧应用云服务平台在第二十一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发布。这是我国第一款为全
国农民提供免费农业大数据服务的平台。

今年4月，“全国初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 支撑农业农村部产销对接实现现场签约额
86.72亿元。

农业农村数字一张图智慧应用云服务平台， 是依托
地理信息、北斗导航、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全国初
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打造而成。

这一平台能够将农业农村部各部门数据进行整合，科
学掌握全国各地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数据规模、品种结构
等，并实现数据对外开放共享，将农业生产的各要素、农业
资源的信息在地图上进行展现，进行空间分析和匹配。

“平台将助力产业振兴与政府服务融合发展，助力产
销对接服务通畅运营，促进农民增收，消费提质升级。”农
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 � � � 我国第一款为全国农民提供
免费农业大数据服务的平台

农业农村数字一张图
智慧应用云服务平台发布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见习记者 欧阳倩）在去年召
开的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我省第一个
市级全品类农业公用品牌———“永州之野” 首次亮相，为
永州的果蔬、粮油、禽畜等七大类农产品“代言”。今天，
“永州之野”再次在农博会做推介。这一次，它将寻找更多
的伙伴，抢占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永州之野”由永州市委、市政府主导打造。这一品牌
以“永州之野、纯天然产品”为主题定位，以粮油、畜禽、果
蔬、竹木、烤烟、茶叶、药材七大优势产业为支撑，覆盖永
州全市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继去年农博会“永州之野”
首次推介以来，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加入的企业也越来
越多。截至10月中旬，旗下123家企业销售额达到140亿
元，比去年同期66亿元的销售额，增长超过一倍。

今年5月以来，伴随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启
动，“永州之野”抢抓市场、积极对接。9月，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产品永州配送中心正式运营，永州也成为全国
首批设立的6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配送分中心
之一。大市场带来大机遇。据了解，今年“永州之野”公用
品牌产品销售额将超过200亿元。

“永州之野”成大湾区新宠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国外的参展商在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售卖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第二十一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了解“荷虾”共养技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第二十一届
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选购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第二十一届
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选购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第二十一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观赏展示的水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第二十一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参观。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