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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榜样学习

拉长“链”条甜九州

小镇大业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优秀事迹
——

—靖州杨梅小镇见闻
——
引导，实现‘杨梅网上卖’；引进
冷 链 物 流 ， 实 行 ‘快 递 树 下
驻’。” 坳上镇党委书记尹策伟
介绍，通过搭建“线上+线下”营
销推广平台， 带动了杨梅产业
的发展，目前，全镇2.1万人中有
近8成从事杨梅产业，杨梅种植
面积达3.8万亩，今年鲜果销售
收入达2.4亿元。
“现在我们村头就有顺丰
的物流点，网上接单，从采摘到
发货不超过3小时。” 说起如今
杨梅销售之变， 响水村梅农黄
万国感慨万千。
据了解， 靖州杨梅鲜果已
销售到全国177个大中城市。遍
地开花的快递站点和电商平
台，担负起为梅农们解决“一下
树就上市”的重任，彻底改变了
销售全靠“喊”、运输全靠“带”
的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祝继冠 刘杰华 何嫘

山上标准化改良种植的万
亩杨梅树郁郁葱葱， 山中步道
蜿蜒串联各个景点供游客游玩
体验， 山下基地文旅农工融合
提升杨梅附加值……
深秋时节， 走进靖州坳上
镇，所见所闻，让记者感受到，
该镇杨梅产业链越拉越长。

“红遍九州”销售链
11月1日，坳上镇木洞村梅
农杨传寿， 一早就钻进了杨梅
林里，给杨梅施肥、剪枝。他说，
今年丰收， 让他和村里的种植
户干劲倍增。
“能够将杨梅变成‘真金白
银’，主要是销售畅了。”今年夏
天，杨传寿创办的专业合作社，
让杨梅挺进“佳果”供应链，通
过电商平台把杨梅卖到了北
京、长沙、深圳等城市。
杨梅虽好吃，但是个“娇滴
滴”的主儿。如何让杨梅更快甜
到消费者口里，甜进梅农心里，
当地党委、 政府打出了“组合
拳”。
“举办一年一度的杨梅节，
‘联网’合作增渠道；加强政策

“吃干榨净”加工链
在坳上镇木洞村梅山脚
下，一片欧式建筑映入眼帘，这
是集杨梅加工、 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佰诺酒业木洞庄园。
“用来酿酒的杨梅次品果，
经过榨汁酿造， 一公斤次品杨
梅果的价值能从3元提升到20
多元。”公司总经理武世新告诉

记者， 公司每年要收购近千吨
杨梅次品果， 生产的木洞、东
魁、 乌梅等杨梅红酒， 远销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
杨梅好吃， 但一年只有20
天的采收期， 是过时不候的特
色“时鲜”。随着杨梅种植面积
的扩大， 高档杨梅作为鲜果销
售， 大量的中低档杨梅还是面
临销售窘境。单卖杨梅鲜果，杨
梅产业还是做不大。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靖州
探索杨梅产业发展新业态，提
出“一级杨梅进商场，二级杨梅
进市场，三级杨梅进工厂”的思
路，扶持发展杨梅深加工企业。
由此， 杨梅加工业迅速发
展起来。除了佰诺酒业，在镇内
及周边，木洞庄园、一品东方、
湘百仕等10个企业相继落户，
将杨梅加工的触角延伸到了杨
梅蜜饯、杨梅果汁、杨梅面膜、
杨梅黄酮等，目前，正在开发杨
梅冰淇淋、杨梅果冻、杨梅果酱
等小众产品， 把每一颗杨梅都
“吃干榨净”。

“农旅一体”生态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靖
州坳上镇杨梅观景台的玻璃栈
道上，万亩梅林就在我脚下，我

旁边的这棵杨梅树就是拥有
520年树龄的杨梅树王，好有历
史感。”近日，福建游客李光福
发布在抖音上的一段“杨梅之
乡游记”短视频，获得了上万名
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山上建基地、 山中建庄
园、山下建景区”。近年来，坳上
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修
建杨梅观光道、杨梅长廊、风雨
桥，建成了杨梅展示园、采摘体
验园，把2.6万亩杨梅核心区建
成天然、开放的生态博物馆。杨
梅经过加工、包装，变身时尚绿
色的旅游产品。
“天天都爆满，最多的时候
每天要接待1000多人。”杨梅旺
季， 响水村国道两边的农家乐
几乎家家爆满，生意红火。谈起
杨梅节期间的经营状况， 农庄
老板周宗伟眉飞色舞。
眼下，杨梅采摘季节已过，
但作为“中国靖州杨梅生态博
物馆”核心景区所在，坳上镇木
洞村的杨梅基地里的游客依然
不少。 该镇农旅一体的发展模
式初具雏形， 每年吸引10万余
人次游客前来赏梅、品梅。杨梅
火爆销售的同时，运输、包装、餐
饮等行业随同活跃，农民收入蹿
高，年旅游业总收入逾亿元。

油茶花开满山香
—常宁市油茶小镇见闻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成俊峰 唐曦
通讯员 常华

11月2日， 常宁市西岭镇。
漫山遍野油茶花盛开， 清风徐
来，幽香阵阵。
当天，西岭“油茶小镇”油
茶 花 节 热 闹 启 幕 ，600 余 名 来
自全国各地的油茶文化爱好
者齐聚小镇，近距离感受油茶
的魅力。
近年来，“油茶小镇” 通过
延长油茶产业链、 打造油茶品
牌， 让油茶产业成为当地兴农
富民的支柱产业。 去年，全镇实
现生产总值8.12亿元， 其中油
茶产业产值占比达76%。 今年
以来，全镇油茶产业产值已近8
亿元,10月，该镇获评全省“油
茶小镇”。

产业链条“舒枝展叶”
在当地油茶龙头企业大三
湘的“鲜果现榨”生产线前，一
颗颗新鲜茶果从传送带进入，
经过色选、清洗、剥壳、冷榨、精
炼等环节，分别变成鲜茶油、茶
籽废渣浆液和果壳碎料。
“这些油茶籽废渣浆液，我
们可以从中提取茶皂素， 用作
洗发水、 手工皂等天然洗护产
品制作。 ”大三湘负责人周新平
介绍。
过去， 油茶产业的利润都
集中在“油”上，农民、企业都靠
这“一滴油”吃饭。 近年来，当地
政府和企业不断在产业链扩展
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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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朝虹：

扶贫干部追赶的标杆
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宋炼钢
说，邢朝虹严格旅游规划，主持把关审核了
多个旅游景点规划方案； 对接环洞庭湖旅
游等项目资金2000余万元； 还创新提出
“四带旅游扶贫”模式，促成央视电影频道
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 杨幂团队落户平
江。
湖南巨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姚武深有感触：“邢队长去过我的每一个
茶油基地，帮我做销售、扩渠道，与国家铁
路总局、湖南移动总公司等签下订单，今年
就帮公司销售了150万元的农产品。”
队友和乡亲们都说邢朝虹干得很辛
苦，她却说：“我不觉得苦。我们的艰辛和群
众脱贫后的笑脸相比，微不足道。”扶贫工
作队队员阳宇称她是“一个吃得苦、霸得蛮
的东北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何梦君

邢朝虹是财政部驻平江县扶贫工作队
队长，10月17日， 她被评为湖南省2019年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在当地干部眼里，她
是追赶的标杆。
2018年2月来到平江后，邢朝虹便全
身心投入到老区的扶贫事业中。 争取项
目 资 金 ，督 促 基 础 建 设 ，帮 扶 产 业 ， 助 销
产品……她走访了平江的每一个贫困村，
参与了每一项扶贫大事。
一年多来，邢朝虹把“一定要助力摘掉
贫困县帽子”的誓言，化作助力平江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的行动和成果， 温暖着老区人
民的心。11月4日，平江县长寿镇金星村党
支部书记吴德明对记者说：“邢队长对贫困
群众嘘寒问暖，帮助大家改善生活，大家都
很喜欢她。”

“扶贫重在扶智，教 育 扶 贫
是我工作的又一个重点”

“我对 平 江 比 对 自 己 老 家
还熟悉，我就是一个平江人”

记者来到邢朝虹助力建设的平江简
青芙蓉学校，只见学校设备齐全，环境整
洁。
“扶贫重在扶智，教育扶贫是我工作的
又一个重点。”邢朝虹说。她助力修缮山区
校舍，改善了喻杰小学办学条件；帮助化解
“大班额”，新建简青芙蓉等3所学校，增加
6000余个学位；帮助发展职业教育，为平
江县职校争取到中职学校脱贫攻坚、 公共
实训基地和国家债券等项目。
她关注贫困学子， 落实物资保障他们
顺利入学；改善学校饮食条件，帮助24所
学校建设了九阳希望厨房； 争取笼式足球
项目，推介学生参赛，让山里娃第一次站在
全国赛事领奖台上。
邢朝虹把爱奉献给了老区的孩子，但
对自己的孩子呢？“当时派我来平江时，女
儿即将中考。她的重要时刻我没有陪伴，但
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的家人很支持我的工
作。”邢朝虹说。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号召：“邢朝虹是平
江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追赶的标杆。”
是的， 邢朝虹的心血和汗水洒在了平
江这片红土地上，她如春光一样温暖。

2018年初，财政部准备选派邢朝虹到
平江县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她怦然心动，
征求丈夫、女儿意见，他们都说“去啊”。
一到平江，她就往老区大山里跑。一年
跑遍24个乡镇、150多个村和社区。见识了
平江的山美水美人更美，邢朝虹动情地说：
“我希望美丽的老区不再贫困，乡亲们都过
上富裕的生活。” 她骄傲地对记者说：“现
在，我对平江比对自己老家还熟悉，我就是
一个平江人！”
很快， 她组织打响了工作队的扶贫攻
坚战。对接财政部向平江投入600万元，引
入社会捐助1500万元；助力平江县纳入国
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为166个村组解决
通讯信号问题；对接水毁修复、安全饮水等
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争取县
重点公路建设和改造。 平江县科技与工业
信息化局局长吴康乐说：“邢队长为我县争
取了169个通信基站建设指标， 获得通信
基站建设中央财政资金1.1388亿元。”

“我们提出从‘一滴油，到
4900余万元。
与省林科院、中南林科大、湖南
一个果、一棵树、一片林乃至一
农业大学的产学研合作。 尤其
金字招牌“开花结果”
在产品标准制定上， 西岭镇依
个产业’ 的‘五个一’ 发展规
“茶油含有多种人体所需
划。 ”周新平说，引入“油茶庄
托《地理标志产品：常宁茶油》
营养元素， 被誉为东方‘橄榄
园”模式，把土地以数十亩到两
—全省首个茶油地方标准，
——
油’!”在几天前的社交电商衡阳
对该镇茶油及系列产品的成分
三百亩不等的规模返租给农
“我的 艰 辛 和 群 众 脱 贫 后
峰会上， 衡阳市委主要负责人
民， 把林地管理和收益真正交
指标作出规范。
的笑脸相比，微不足道”
直播为油茶代言，让“大三湘”
还给农民，不断激发其积极性。
“目前我们标准规定的茶
平江扶贫产业的兴
“神农国油”“金昌”等衡阳知名
“通过‘油茶庄园’模式，林
油角鲨烯、 甾醇等有益于健康
旺，同样离不开邢朝虹的
油茶品牌再次走进全国观众的
农们不仅有看管林地的务工收
的成分含量， 远高于国内其他
努力。
视野。
入， 还可以获得林地60%的茶
茶油标准。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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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牵头支持县内重
品牌是产品的“门面”，而
果收益。 ”西岭镇平安村党总支
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优势。 ”
点工业企业，推动中药材
品牌得靠品质来保障。 为确保
西岭镇镇长吴毅勇说。
书记周法文说，今年来，他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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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帮助平江创建
西岭茶油品质优良， 该镇在油
不少村民成了小型油茶庄园
酒香也怕巷子深。 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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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
茶种植上实行统一管理培训、
步提升西岭茶油知名度和美誉
主，人均增收超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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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引入碧桂园整县帮
统一生资服务、 统一加工种植
西岭镇党委书记刘政兵介
度， 该镇加快构建油茶产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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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项目，投资建设花卉苗
销售和统一品牌运营，扩规模、
绍，不仅油茶籽能榨油，油茶树
易物流网络，并依托“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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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基地，开办“凤凰优选”
提质量、铸品牌。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营销，
的枝、叶、花都具有极高的开发
扶贫超市等；帮助培训干
jklmY8noph/qrstPfuvwxyc0A
西岭镇还围绕油茶加工、
价值， 例如从油茶树叶中提取
拓宽油茶产品销售渠道， 不断
部群众3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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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品牌研发等，加大
茶皂素、 在油茶花中提炼茶花
提高油茶产业的综合效益。
精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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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三 湘 ”“中 联 天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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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理基” 等20余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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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价值，同时在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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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种烟叶、 油牡丹、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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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茶山飞鸡”，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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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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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增效。 ”刘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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