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新闻发
布会暨 《崀里咯浪》 音乐首发
式。

2.�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前期宣
传预热。

3.�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开园
式。

4.�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开幕
式。

5.�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崀山脐
橙全网营销活动。

6.� 2019 中国崀山 “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脐橙销
售商洽谈会。

7.�湖南新宁 “浪漫崀山?
丹霞之魂” 全国摄影大赛启动
仪式。

8.� 崀山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旅游推介系列活动等。

“哥从林中来，妹勤又乖巧，采了脐橙盖洋房，惬意
乐开怀……”11 月，正是果园红遍、橙香四溢的季节。 热
情的新宁橙农发出邀请：来吧，来新宁赴一场“浪漫崀
山·橙意满满” 的乡村旅游之约， 一起品尝脐橙的“盛
宴”。

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新宁县委、县政
府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快脐橙产业发展的决定》和《关于
进一步推进脐橙产业发展的决定》， 积极引导土地向脐
橙种植大户、脐橙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集中，以产业园为平台，农民以土地入股和资金入股
的形式参与产业园建设，闲散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向
产业园集中，提升了脐橙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组织化水
平。

据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通过土地、资金入股种植
脐橙，农民变成了股民，在家门口解决了就业问题，土地
流转得租金、果园管理有工资、公司收益能分红。 目前，
全县有 3.73 万农户由农民变成股民，平均每户工资性收
入 4.8 万元，每年分红近 3 万元。

金石镇月汉村是新宁县典型的脐橙种植专业村，全
村共有农户 680� 户，其中有 386� 户以土地、技术、资金
等形式入股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公司或新宁县月汉脐
橙专业合作社，并在龙丰果业有限公司务工，每年农民
可分红 50 万元、领取工资 160 万元以上。 该村 10 组建
档立卡贫困户刘世勇全家 4 口人，2016 年起以 3.5 亩土
地、5 万元贷款入股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入股分红 1.5 万元， 女儿刘秋在公司务工年收入 61200
元，一举摘掉贫困户帽子。

在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中， 新宁县以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贫困人口技能升级，全县培训脐橙种苗嫁接、剪枝治
虫、水肥管理、包装冷藏等各类技术能手 1700余人，成为
脐橙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新能人。

金石镇月汉村村民刘强，以前是该村有名的懒人和
光棍汉。 2014 年春，村支两委协调解决承包地的问题，
县农业局免费提供种苗和全程技术服务，刘强种植了 30
亩优质脐橙。 2018 年，刘强脐橙收入超过了 10 万元，不
仅顺利脱了贫，还盖起了新房、谈上了对象。 目前，刘强
是月汉村脐橙专业合作社的业务骨干，还经常被合作社
安排到县内脐橙产业发展新区为果农上课。

黄龙镇脐橙合作社的陈锡来，则是电商能人。 他帮
助村里贫困户依托淘宝、 微商和供应链等销售平台，把
电商做得风生水起，一年销售脐橙 10 万多斤，带动多户
贫困户脱贫。 通过线上线下卖脐橙，已是众多果农、脐橙
合作社和企业的选择。 降低了成本，扩大了销路，效益也
得到提高。

崀山红，脐橙甜。从 2015 年开始，该县每年举办“崀
山脐橙文化旅游节”，通过景点与特产的互动，俄罗斯、
欧盟和越南、缅甸、泰国等地的水果商、旅行商纷至沓
来。

以橙为媒、以节会友。 2019 中国崀山“百里脐橙连
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八大特
色活动盛宴即将呈现， 新宁人民将以最精彩的活动、崀
山将以最美的姿态、橙农们将以最美味的果实招待八方
贵客。 一场农业、文化、旅游等多元素融合的活动将精彩
上演……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宁县委书记秦立军表
示：“作为旅游和农业大县，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许达哲省长‘百里脐橙连
崀山’的发展思路为行动指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着力把脐橙产业和峎山旅游工作做精做强，让新宁
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

■ 杨 坚 尹建国 常 建

（本版照片由新宁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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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脐橙黄，又见脐橙黄；层层的梯土翻金浪，一座座山峦闪金光；脐橙的海洋，阿哥的银行……”一棵脐橙树是一个美丽的音

符，一山脐橙是一首希望的交响。 美丽的新宁，又到了崀山脐橙成熟的时节，只见漫山遍野黄灿灿，呈现一派醉人的丰收景象。

“百里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 11 月 19 日至 21 日，2019 中国崀山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开园式、开幕式将在湖南脐

橙小镇———黄龙镇三星村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 景区崀山同步举行，届时将通过现场直播向国内外推介。

2018 年 4 月 21 日，省长许达哲在新宁调研时提出了“百里脐橙连崀山”的发展理念。 为落实好这一发展理念，新宁县积极探索

“脐橙+旅游+扶贫”“园区+景区+扶贫”等各种带动模式，促进了主导优势产业脐橙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扶贫工作的高质量推进。

同时，通过举办数届崀山脐橙文化旅游节和系列宣传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2018 年，全

县脐橙种植总面积 46 万亩，年产量 42 万吨、产值 30 亿元。 2016—2018 年，新宁县 4.92 万贫困人口通过发展

脐橙产业稳定脱贫，占全县总脱贫人数的 52.4%，近 10 万农户 40 万余人在百里脐橙走廊上快速步入小康。

初冬时节，走进新宁县金石镇月汉村，郁郁葱葱
的脐橙树一坡连着一坡，枝头硕果累累；一栋栋农家
别墅点缀在树丛中，显得富足宁静。该村致富带头人、
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徐小龙告诉笔
者：“‘百里脐橙连崀山理念’像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
了未来发展方向，大家劲头更足、步子更快。 ”

新宁地处我国脐橙种植优势带上， 有 60 多年的
脐橙栽培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全县最大的
农业支柱产业。 近年来，该县不断推动脐橙产业朝着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方向提质升级。县委、县政府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念好“山”
经，唱好“山”歌，按照“山顶戴帽子（营造森林）、山腰
系裙子（种植脐橙）、山脚穿靴子（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防止水土流失）”的空间规划布局，鼓励全县果农充分
利用海拔 450 米、坡度 25°以下的荒山、荒地、荒土
发展脐橙种植。

新宁县财政每年整合涉农资金 600 万以上为果
农免费提供优质无病毒种苗，对贫困村、贫困户在脐

橙生产上的高标准建园、果园路等脐橙园基础设施建
设等给予补助，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新种植的脐橙每
亩奖补 1200 元。 近 3 年，全县累计新扩脐橙 5.67 万
亩。

据统计，全县 46 万亩脐橙园有近 40 万亩种植在
山腰上。 初冬时节，稻子熟了，橙子黄了，新宁的山山
岭岭，宛如一座座巨大的金山。

通过种植脐橙， 当地的农户走上了发家致富之
路，年收入最少在万元以上，多的则可达到几十万元。
一棵脐橙树，就是一棵“摇钱树”。

“在我们村里，用的是脐橙钱，吃的是脐橙饭，住
的是脐橙楼，村民都靠脐橙起家的。 ”说起种植脐橙的
好，黄龙镇三星村村支书陈忠禄喜笑颜开。 他鼓励带
领村民们一同开荒地，共种植脐橙 7500 亩，村里人均
纯收入达到了 1.2 万元每年。

“儿郎上学堂，小伙娶新娘，老爹盖新房，手中方
向盘，碗里半年粮，全靠脐橙来帮忙。 ”这首新宁县流
行的新儿歌，唱出了老百姓对脐橙的钟爱和期盼。

金石镇白沙片新全村徐成儒曾是村里有名的贫
困户，家里有两个残疾儿子，一年收入不到 8000 元。
在政府的帮助下，种植脐橙 6 亩，今年预计收入可达
5 万元。他说：“脐橙是一个好产业。在党的好政策下，
我们会很快脱掉贫困户的帽子，奔向小康。 ”

大地色彩斑斓，树上硕果累累。秋冬交替之际，天气晴
好之时，伴随着脐橙逐渐成熟，前来新宁各个橙园观
光的游客越来越多。 脐橙旅游观光，成为新宁县继崀
山游之后又一旅游项目。“游橙园，摘脐橙，吃橙果”，
令人好不惬意！ 游客戏称为“幸福甜蜜的旅游”。

新宁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75%，是国家
级生态示范县， 也是我省正在崛起的旅游目的地，拥
有国家 A 级景区 6 个、国家三级以上景点 69 处。 其

中世界自然遗产、 国家 5A 级景区崀
山被誉为“丹霞之魂，国之瑰
宝”，被游客评为“中国最令

人向往的地方”、

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和“最具潜力的
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

新宁县以崀山为龙头， 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在实施“百里脐橙连崀山”工程中，紧紧围绕“景区
变产区、产区变园区”的思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突
出做好崀山旅游、 崀山脐橙两大优势产业融合文章，
重点打造百里“崀山脐橙”主题观光走廊，开发出“春
季赏花、秋季赏果、冬季采摘”等不同季节的脐橙旅游
项目，发展了脐橙花观光、采摘体验、脐橙宴、脐橙田
园小戏等特色项目。

游“绿水青山”，赏“丰收美景”。新宁县为做强“产
业 + 旅游”，启动了脐橙产业观光园、休闲农庄等项目
建设，打造了 3 条 10 万亩精品脐橙旅游观光带，建成
脐橙旅游观光园 21 个面积近 20 万亩、休闲农业企业
26 家， 新增就业岗位 3500 人，5189 贫困人口脱贫，
黄龙脐橙小镇被认定为全省首批十大农业特色小镇
之一。 通过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了脐橙产业与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景区建设与园区建设同步推进，
乐了游客，富了农民。

走进新宁县脐橙种植基地， 每个季节
都有不同的景色呈现：春天橙花开，洁白如
雪，芬芳馥郁；夏季橙叶绿，满山满园的浓

浓绿意，驱走燥热，送来清爽；秋冬
橙子黄，丰收的美景，叫人流连
忘返。

脐橙香自山

良山来
———写在“百里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开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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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打造 3 条 10 万亩脐橙旅游观光带

园区变景区

46 万亩百里橙林成为绿色海洋

荒山变金山

10 万农户种植脐橙脱贫致富
农民变股民

人靓果甜。

硕果累累压枝低。

丰收的喜悦。

基地美景。

崀山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