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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祝学 黄玲玲）11月20日， 永州市
农业农村局透露，今年来，该市采取政策驱
动、招商引资、龙头带动、产业融合等措施，
强力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1至10
月，永州出栏生猪561万余头；至10月底，存
栏生猪168.5万头、 保有能繁母猪21.5万头，
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数、生猪出口数
均居全省第一； 将坚决完成省定的590万头
年度出栏生猪任务。

永州市高度重视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市

委书记严华、市长何录春多次召集县区及相
关部门就促进生猪生产、稳定猪肉价格进行
专题研究， 要求坚决完成省定590万头年度
出栏生猪任务， 并设定了2019年至2022年
各县区生猪基本保障任务。同时，该市引进
生猪龙头企业，培养新型主体，推动生猪养
殖向规模化、 标准化、 现代化、 绿色化发
展。9月份以来，先后与温氏股份、湖南省
现代农业集团、新希望六和股份、湖南红
星集团达成合作共识、 签订框架协议，计
划新增生猪产能220万头以上。据预测，今

年该市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将达65%以上，
稳居全省前列。

为稳定市民“肉篮子”，永州市除增加
市场供给外，还对多家生猪养殖、屠宰龙
头企业进行了约谈，要求其履行好社会责
任。加强对猪肉价格的监测监管，在全市
确定78个农贸市场为监测点，实行价格一
天一发布。严厉打击哄抬猪价行为，加强
反垄断执法。目前，永州市生猪及其产品
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猪肉价格全省
最低。

590万头生猪任务坚决完成
永州肉价全省最低，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数、生猪出口数均居全省第一

“长椒侠”
守护文明
11月22日，长沙市书院路

碧湘街路口，“长椒侠” 在提醒
过往车辆礼让行人。 当天是长
沙市“礼让日”，长沙交警在全
市开展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整
治， 倡导交通参与者文明礼让
出行。长沙交警卡通形象“长椒
侠” 正式亮相城区主要斑马线
路口， 与交警一同守护斑马线
上的文明。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云）全省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
部署暨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推进会今天在长沙
举行。会议要求，用“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
的纪律”开展砂石土矿整治，到2021年底将
全省砂石土矿数量控制在1500个以内，全省
大中型矿山比例从12%提高至30%以上，全
省历史遗留矿区和关闭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率
达80%以上，全省绿色矿山达标率80%以上。

2018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我省
矿业彻底转变矿产资源管理思路， 强力推进
矿业绿色转型。

目前， 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前期摸底调查
工作已经完成， 查明我省现有持证露天矿山

共3654家。此次专项整治，我省计划投资3.8
亿元，于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省内长江干流
及湘江两岸10公里范围内545个废弃露天矿
山（点）、1911.52公顷的生态修复任务。

会议指出，要注重科学合理编制规划，将
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砂石矿产规划
合二为一，对新设、保留、整合、扩界、关闭、限
期退出等不同情形的砂石土矿进行分类处
置。严格规范出让、严格开采准入条件，新设
砂石矿确保避让各类保护地、生态红线、基本
农田、国家级公益林等。坚决淘汰落后小矿、
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单独保留矿山和新
建矿山，必须经验收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后，才
能允许投入生产。

我省重拳整治砂石土矿
2021年底全省砂石土矿控制在1500个以内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徐晓海 孙冰）今天上午，安乡县官
垱镇盛唐蜜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滕纯森忙着准备货源。近日，他连续参加长
沙、北京的展销会，获得一批订单。他告诉记
者，自入驻“安乡农仓”公用品牌以来，合作
社原生态蜂蜜产品受到市场青睐， 不到3个
月，销售额增加100多万元，同比增长70%。

近年来，安乡县积极创建优质农产品品
牌。县财政每年拿出200万元，奖励扶持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农业品牌，创新打造“安乡农
仓”区域公用品牌。目前该品牌已集体注册
“黄山头” 土特休闲、“珊珀湖” 有机生鲜和
“汤家岗”绿色粮油3大系列产品。

同时，安乡县成立农仓区域公用品牌管
委会，编制“安乡农仓”品牌使用管理办法等

文件，通过招商引进湖南鑫粮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由其负责运营“安乡农仓”品牌。
目前，全县已有17家新型经营主体20个系列
产品入驻“安乡农仓”。

今年9月正式运营以来， 鑫粮公司组织
“安乡农仓”品牌产品参加各类展销20余次，
与中国好食品、家乐福等企业合作，对接金
天国际、社集优选等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
下“双轮驱动”。并深入挖掘、培育“安乡农
仓”拳头产品，带动区域品牌发展。据统计，
不到3个月，入驻“安乡农仓”的优质特色品
牌农产品销售额1.1亿元，“安乡农仓” 成为
安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引擎。

“安乡农仓”“钱景”看好

区域公用品牌成富民增收新引擎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熊小平
周俊 见习记者 龚雅丽 ）“平均月收入4000
元左右，咱贫困户也成了上班族。”近日，在涟
源市邬辣妈食品公司， 贫困户老张一边操作
机器，一边感慨道。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涟源
已累计带动八成以上贫困劳动力发展产业，
帮助25980人脱贫摘帽。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涟
源将主题教育与产业脱贫相结合， 把脱贫攻
坚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果的“试金石”之一。
按照“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一社一企”思路，
该市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以特色种植、生态养
殖、农副产品加工、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
作为主导方向，培育出油茶、油菜、柑橘、中药

材、蔬菜、茶叶、湘中黑牛等9大支柱产业。通
过贫困户入股、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订单收
购、产业协作等方式，将特色产业与贫困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既解决了产业发展问题，也
为贫困户提供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同时，涟源实施“涟商返涟”战略，鼓励
涟商发展脱贫产业，打造一批可持续增收、
有带动能力的特色产业。 已有38家涟商企
业参与联村帮扶， 投资实施重点产业扶贫
项目45个；大力发展特色扶贫车间，已在各
乡镇创办80家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户“家门
口就业”；建设扶贫产业园，园区与贫困村
构建共同发展机制， 增强产业对脱贫攻坚
的带动能力。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文兰）近日，在衡阳市
南岳区佛道救难协会旧址，史志学者曾瀛洲老
人给游客讲“周恩来、叶剑英与南岳游击干部
训练班”的故事，引得众多游客侧耳倾听。

南岳衡山景区享有“文明奥区”“抗战名
山”等美誉。在新时代，如何结合名山优势，传
承好红色文化？南岳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精心挑选周恩来、叶剑英与
南岳游干班的故事，制作电子课件、视频等，

将南岳红色故事纳入导游培训内容， 将景点
变成讲堂， 推动主题教育走进景区、 走近游
客。目前，已培养一批涵盖老中青3个年龄段
的讲解员。

“重温红色故事，是为了不忘我们‘从
哪里来’；传承红色基因是为了明确该‘走
向何方’。”南岳区委书记曾建华介绍，下一
步，该区将在各大宾馆、游客服务中心、南
岳衡山博物馆等游客集中的地方， 循环播
放红色视频。

南岳：景点变讲堂，故事润人心

涟源：特色产业铺就脱贫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