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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君 亚 平

冬日的东洞庭湖，鸟鸣阵阵，“叽叽喳喳”的
鸟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叫爽了人们的耳朵，响
彻了这一方碧水蓝天。2019年12月25日，笔者
走在洞庭湖大堤上，见到许多的天鹅、黑鹳、灰
鹤、大雁……“这几年，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的幼鸟比例一直在增长，单是小天鹅就多达
6200余只，鹤类也突破了1000只。”湖南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总工程师姚毅告诉
笔者：“鸟儿多了，说明东洞庭湖环境好了。”

如果说河湖交织的岳阳是一方珍贵的自然
宝地，那么东洞庭湖则是这块宝地中最重要的
生态福地，它是万里长江的“肾脏”、湖湘人民的

“母亲湖”。为了保护它，1982 年，湖南东洞庭
湖自然保护区成立；1994 年，又升格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最早加入《国际重要湿地
公约》的六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2006 年，该
保护区被评为全国示范保护区；2018年4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保护区林阁佬监测点考
察，对该区保护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然，如今的“碧水蓝天鸟翩跹”美景，离不
开岳阳市长期以来的保护管理工作。

洞庭湖有了“保护墙”

保护洞庭湖生态环境，怎么少得了地方立
法？岳阳果敢“吃螃蟹”，在全省率先对湿地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出台了《岳阳市东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我们用最严
格的制度来保护湿地资源，改善保护区自然生
态系统。”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向伟雄说。

该区管理局联合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君
山区人民法院建立了“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在保护区设立
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推进功能区划调优，将不具
备保护价值的人为活动密集区域调出保护区，
把江豚活动区域调整为核心区；精管重点区
域。率全省之先对核心区大、小西湖及壕沟实
施封闭管理。

目前，该区域已成为洞庭湖越冬候鸟最集
中、栖息最稳定的区域，封闭管理模式被国家林
草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列入长江流域湿
地保护的十大经典案例之一。

该区还构建网络助推联防共管，在环湖周边
建设管理站6个、巡护监测点12个，建立“空天
地”一体化视频监控体系，对重点区域实行立体
监控；联合公安、武警等共建候鸟保护点10个、
护鸟营 2 个，构建了联防共管、群防群控体系，
2019年成功救护受伤受困鸟类300余只。

洞庭湖赢了众人心

洞庭湖是宝贵的国际湿地资源，它不仅属

于岳阳、湖南，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如何让
它的珍贵被世人知晓，让全社会参与到保护中
来？这是岳阳保护洞庭湖长久思索、实践的课
题。

该市着力营造氛围，凝聚保护共识，拍摄了
中国第一部湿地生态保护电影《洞庭情缘》。电
影通过讲述一群年轻人保护洞庭湖，保护候鸟、
麋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展示湿地保护工作者的
喜怒哀乐，呼吁全社会加入到保护洞庭湖湿地
的工作中来。还编写了一本名为《八百里洞庭
我的家》的校本教材，对未成年人进行洞庭湖生
态保护教育，在沿湖流域的小学推广。

此外，还举办节会，扩大洞庭湖影响力。截
至目前，已成功举办10届洞庭湖观鸟节和“护
鸟飞”宣传活动，扩大岳阳“观鸟之都”生态品牌
效应；还把握世界湿地日等时间节点，利用电
视、微信公众号、宣传手册等，引导洞庭湖区群
众爱护候鸟，共建共享生态洞庭。

该区将洞庭湖保护渗透到文化产品中，创
新设计了一套以“洞庭三宝”（江豚、麋鹿、水鸟）
为主体的文化创意产品，进一步扩大洞庭湖宝

贵珍稀动物影响力。

洞庭湖换了新模样

早些年的洞庭湖，不似现在这般美丽如画，
这里曾一度砂飞石走、草木疮痍、鸟兽稀少。近
年来，岳阳市铁腕治污、重拳治乱，大力度进行
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该市有序推进保护区范围内欧美黑杨清
理，清退达 7855 亩，2020 年将全面清理到位；
拆除矮围121处、724111米；关停拆除违法违规
企业 128 个，关停水上餐饮 20 余家，清除养殖
网箱1300多个。

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保护区违
规采砂、君山后湖和采桑湖生态破坏等问题已
完成整改并销号，完成了采砂受损湿地生态修
复，砂石堆场全部复绿。“绿盾2017”等993个问
题，除欧美黑杨清理正按整改方案推进外，其余
已完成整改销号；“实验区养猪废水直排”和“实
验区精养池塘投肥投饵污染水质”等问题已完
成整改，正在依程序销号中。

近 5 年，保护区内查处毒杀保护动物案件
31 起，收缴狩猎枪支 28 支，移送司法机关 22
起，刑事处罚 16 人，治安处罚 15 人，行政处罚
11人，非法狩猎问题得到整治。

严治的效果是喜人的。2018年，在保护区
内栖息越冬候鸟达24万余只，较上年度增加了
14.3%，新记录鸟类有4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持续增加；重归故里的自然野化麋鹿成为稳定
的东洞庭湖亚群，这里真正成为人鸟和谐相亲
的生态家园。

胡中习 钟光荣

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区的岳阳市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充分利用绿色
生态优势，扩大优质稻种植，采取措施扶持大户
专业化粮食生产，鼓励企业全程配套服务，构建
起“大户生产＋企业服务”新模式，积极推动优
质稻服务经济体系创新，促进优质稻生产服务
的市场化、社会化、经济化和产业化发展。
2019 年，全市优质稻种植面积达 180 多万亩，
比上年扩大 20 万亩，优质稻总产量比上年增
长 20%以上。

农业供给侧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速
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促进了农业经营
体系创新和适度规模经营，为粮食服务经济体
系创新增添了新的动能。随着耕地向种田能手
集中，岳阳市种粮大户不断涌现，成为接纳农业
土地经营权流转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消
费主体、优质稻规模化生产新型经营主体。据
市农业农村局介绍，2019年全市粮食生产大户
达 29724 户，其中 200 亩以上大户 1605 户，
比上年增加 197 户，种粮 1000 亩以上大户达
130 户。参与粮食全程服务企业 3600 多个，
有近3000个企业与 23089个大户签订了优质
稻生产服务合同。通过全程优质服务使企业与
大户形成优质稻生产经营共同体，有效推进了
种粮大户专业化生产和涉粮企业服务规模化、
产业化，提升了优质稻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种粮大户由于规模扩大，年收入比一般小
农户扩大5至10倍甚至20多倍。“大户生产＋
企业服务”经济新模式，以生产规模和服务集
成优势，成为引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重要
平台，在洞庭湖区优质稻生产经营中显示出新
的发展活力。

岳阳市用新的发展理念诠释服务的劳动价

值，打造服务经济新形态，用服务业的发展推动
粮食经济发展。近3年，市县两级安排1.4亿
元资金扶持供销合作社惠农服务和优质
稻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起为
农、务农、惠农服务体系，新型粮食
服务业经济形态在洞庭湖区快速
崛起，粮食产业进入大户发展
和服务业振兴新时代。华容县
是长江中游、洞庭湖区优质稻
生产大县，由于生态环境优
异、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重
金属含量极低、水土条件良
好和大米品质优良，已列入

“中国优质粮油工程”基地，成
为“中国好粮油示范县”。国
家粮科院在此随机抽检34个大
样，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均远低于
国家标准，为全国最优绿色水稻重
点产区之一，“华容稻”也成为畅销全
国的优质稻地理品牌。

在岳阳市供销社和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
团支持下，岳阳市三农兴供销服务公司牵头，联
合岳阳农广发粮油公司、岳阳泰平牧业公司在
华容组建起三农兴供销服务公司，紧紧围绕种
粮大户和优质稻发展需求，开展规模化全程服
务。该公司以粮食收购服务为龙头，以测土配
方施肥服务为基础，构筑优质稻生产经营的种
子、肥料、机插、植保、收割、收购、烘干、仓储、加
工、销售等系列化服务，把服务融入到粮食生产
经营全过程，把粮食服务作为粮食经济产业来
做。大户粮食生产过程中许多环节分离交由服
务企业托管。2019年为大户和家庭农场托管
优质稻服务面积达4万亩，其中托管服务测土
配方施肥 4 万亩，平均每亩降低肥料成本 60
元，每亩增产200斤，并以每百斤高于市价5元

签订收购协议，仅测土配方施肥和优质稻订单
收购服务就为农民节支增收1000多万元。大
米加工是优质稻增值的重要环节，加工后的优
质稻大米销售价每公斤比常规稻米高出2到3
倍，“华容稻”品牌大米每公斤零售价达30元以
上，鲇鱼须镇优质大米年加工服务能力达26万
多吨。

白雪稻米香飘远，绿色洞庭水流情。在华
容鲇鱼须和万庚镇水稻生产区，我们见到龚光
明、徐清华和楚四海3位粮食大户，他们都是三
农兴供销公司服务对象。他们反映说，从粮食

生产全过程而言，粮食服务业也是种田者，每一
项服务都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质量。种粮大
户拥有规模生产资源，但生产经营中最缺的是
服务，许多环节不是大户能自家完成的，社会化
服务是大户发展的保障。龚光明种稻谷55亩，
三农兴供销公司为其优质稻测土配方施肥、优
价供种等服务就节省成本3320元；徐清华种田
100 亩，其中 90 亩是接纳小农户流转的土地，
测土配方施肥、植保、优质稻收购都由三农兴供
销公司提供服务，他集中精力发展虾稻种养，全
年纯收入达20万元；楚四海接纳6个小农户流
转土地共种粮 53 亩，由三农兴供销公司提供
20 亩优质稻种和种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服
务，每亩增收200元，加上另外16亩胡萝卜收
入，全家年纯收入8万元以上。在岳阳市粮食
主产区，到处可以看到新型服务机制正在替代
传统服务功能，服务经济既有生产力特质，又改
善生产关系拓展粮食发展空间，规模化服务已
成为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

为农服务，是供销合作社立社的初心，也是
供销社深化改革的主题。据三农兴供销服务公

司负责人介绍，这种“大户生产＋企业服务”的
社会化惠农服务已在华容鲇鱼须、万庚、梅田
湖、团州等粮食主产乡镇先行。根据不同类型
大户对服务内容提出的不同要求，由公司制定
不同的服务模式，努力提高服务的精淮度和优
良率，提升服务业对优质稻的发展力。该公司
已在华容粮食主产区建有5座仓容量5000吨
粮食收纳仓和 8000 平方米周转仓，建有日烘
干近200吨粮食烘干设施和粮食加工“七抛七
选”工艺、日加工200吨大米生产车间，并与华
容县现代粮食产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湖南洞庭
高科种业公司、岳阳市优乐复合肥公司、岳阳市
手拉手植保公司、广西田园生化公司、湖南白坪
湖米业公司、岳阳绿色菜园网电子商务公司等
近20家企业组成优质稻服务共同体，形成集成
化服务联盟团队，打造联合服务优势，不断提升
优质稻服务规模化、社会化、全程化、规范化水
平，增强农业服务核心竞争能力。最近，三农兴
供销服务公司联合湖南白坪湖米业公司又与华
容县鲇鱼须镇签订了2020 年5 万亩优质稻生
产服务，并投资兴建年加工大米7万吨生产线
战略协议，相关企业要比往年提早60多天抓紧
新一年“春耕冬备”，积极调运良种、冬储肥料、
农机具等，及早与种粮大户对接新的服务合同，
努力把2020年粮食生产服务做得更好。

白雪稻米香飘远
——岳阳市优质稻服务经济体系创新纪实

王 楚 彭金辉

2016至2018年末，贷款分别为117亿元、
168亿元、228亿元，一年一个大台阶；

2016至2018年，贷款累放额分别为49亿
元、78亿元、95亿元，一年一个大跨越；

2019 年 1-11 月，累放各类贷款 35.31 亿
元，贷款余额已达244.52亿元，居全省系统第三
位、全市金融系统第三位。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阳市分行近4年
来的成绩单。

简单而看似枯燥的数字后面，隐藏的是该
行服务岳阳地方经济建设，精心服务乡村振兴
的真心、诚心和为此付出的辛勤汗水。

作为专业政策性银行，如何挑起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担？岳阳是粮棉油主产区，农发
行岳阳分行始终把做好粮食信贷资金供应作为
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
累放粮棉油各类贷款16.53亿元，累计支持夏粮
和秋粮收购量占社会总收购量的50%以上。近

10年累计发放粮油收购贷款约140亿元。累计
投放近40亿元贷款支持恒盛冷链物流公司、山
润油茶、芭蕉扇业等产业化龙头企业。

该行切实服务脱贫攻坚。围绕全市6个县
（市）区、3.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易地搬迁，
累计承接易地扶贫搬迁各项资金12.6亿元，支
持全市113个安置点建设。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支持贫困区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
施建设，累计支持扶贫项目 17 个，累计发放各
类项目精准扶贫贷款49.15亿元。围绕贫困人
口就业，增加贫困农户收入，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累计发放各类产业精准扶贫贷款55.76亿元
支持8家企业纳入“万企帮万村”管理名录。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56.77亿元，贷款占比位居
全市系统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市脱贫攻
坚主办银行。

该行大力支持长江经济带建设。2019 年
来，该行紧紧围绕中央和上级行关于支持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有关精神，结合地方政府相关部
署，将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人居环
境改善、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作为该行业务支
持重点，大力支持岳阳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
港口码头建设、“退二优二”建设、农村“空心
房”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项目。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已完成营销受理
项目 30 个，金额合计 120 亿元；已完成审批项
目 11 个，金额 25.72 亿元；已实现投放项目 10
个，金额12.22亿元。

农发行岳阳分行努力促进转型发展，创新
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创新信贷营销模式。
通过“企业主导、市场运作、收益覆盖”的公司
自营模式创新旅游扶贫、园区建设、土地流转

等项目。加强政银企三方合作，探索“银园”贷
款模式，积极在平江伍市食品工业园、华容芥
菜产业园开展试点，力求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
资难问题，大力推进产业链提升。创新国际业
务模式。充分利用岳阳市作为港口城市的优
势，在前期营销恒盛冷链物流公司首笔国际信
用证业务的基础上，围绕城陵矶保税区进出口
业务和国际信用证业务开展营销，积极融合进
出口贸易体系，推动服务链条向贸易融资延
伸。创新存款组织模式。积极与其他金融机
构开展合作，探索收单支付、移动收款、住房维
修基金结算等相关业务，进一步调整存款结
构，优化存款质量。

该行认真落实普惠金融政策，让利式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积极争取低成本政策性支
农资金。围绕岳阳市重点建设领域，近几年

累计对 47 个项目累计投放农发重点建设专项
基金 17.58 亿元，资金成本仅 1.2%，每年可为
企业减少融资成本约 6700 万元。投放 PSL
贷款 58.15 亿元，平均利率 4.54%，比基准利
率低 0.36 个百分点，每年为信贷客户减少融
资成本约 2100 万元。全面实施优惠让利。
目前，该行各项贷款平均执行利率为 4.79%，
与全市银行业平均利率 6.31%相比，低了 1.52
个百分点，利差幅度达 31.7%，每年让利约 3.5
亿元。同时，每年为信贷客户减免信用评级、
项目投融资顾问、抵押资产评估登记等费用
近 500 万元。

“乡村振兴是一项大工程，‘三农’事业离不
开资金支持。”2019年12月27日，农发行岳阳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峰告诉笔者，该行近3年
贷款增幅、增速均位居全省系统及全市同业前
列，2017-2018年连续两年被岳阳市政府评为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一等奖，成为支持岳
阳“三农”事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建设湖南发
展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

碧水蓝天鸟翩跹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纪实

农发助农真“贷”劲

密集越冬水鸟群。 姚毅 摄

希望的田野。 宋政军 摄

丰收。 宋政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