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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马如兰

4 月 15 日，春和景明，生机盎然。
岳阳市君山区“列兵式”排列的大棚，
阡陌纵横的沟渠，家庭农场的兴起，折
射出现代农业的繁荣与发展、农业科
技的创新与进步，更折射出农民不断
富起来的成功与喜悦。

“君山的农业在岳阳是什么位
置？”走在君山区广兴洲镇的乡间小道
上，记者问该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易俊
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精致农
业！”

大户+能手，百谷盈百室

“有了它，10多分钟就完成一亩早
稻的耕种，效率相当于人工抛秧的 20
余倍。”当日，君山区钱粮湖镇三角闸
村种粮大户冯灿，指着正在田间有序
工作的抛秧机称赞道。

“今年春耕以来，我们继续推广农
业机械化，针对大面积连片田地，大力
推广机械抛秧技术，并对抛秧机实行
以奖代投，像冯灿一样，已有6个种粮
大户买了抛秧机，并服务周边群众。”
易俊良说。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除了
大户，田间也不乏“种田能手”。广兴
洲镇殷家铺社区的聂建渠今年流转了
70 亩水田，56 岁的他种了一辈子的
田。即便高薪的子女屡次劝他放弃劳
作，他仍然乐此不疲。

“抛秧有插秧稳当吗？”
“抛秧秧苗小，固根返青快，比插

秧收成高。”
“收成如何？”
“早稻1370斤一亩，晚稻收成也差

不多。每年可获纯利7万元。”
“他呀，是‘小袁隆平’。”正在田里

帮忙的村民汪云娥打趣道。每年农忙
时，聂建渠会请10来人帮忙，也会免费
教大家“种田经”。

易俊良告诉记者，该区落实早稻
专业化集中育秧面积2.8万亩，计划种
植粮食41万亩，确保完成粮食总产16
万吨。

勤劳+智慧，先富带后富

如果说水稻是君山区的拳头产品，
蔬菜是品牌产品，水果则是智慧产品。

在殷家铺社区恒富果业家庭农
场，大棚里的黄油桃树已坐果。67 岁
的果农龚光炎正忙着疏果、剪枝。

记者看到有的桃树枝上吊了砖
头，便问龚光炎：“这样树不累吗？”

“气温高，阳光足，果树抽条有趋
光性。吊上砖头，能抑制它继续上长，
把营养集中留在桃子上。”龚光炎作出
专业解释。

2016 年，龚光炎听说山东的油桃
种得好，便去寿光学技术，使用套袋的
办法，让油桃变成黄色，成为市面上更
受欢迎的黄油桃。

“好卖吗？”
“好卖！黄油桃比普通桃子上市

早，既有黄桃的口感，又有油桃的‘耐
存’，价格也很可观。”龚光炎告诉记
者，“丰收的时候，我还会在58同城发
布信息，就会有人到园子里来采，可以
卖到 10 至 15 元一斤呢！我去年种了
16亩，挣了15万元；今年种了30亩，预
计会有30万元收入！”

“要提高复种指数，找大棚要效
益。”联点帮扶的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李力之叮嘱道，“先富要
带后富，大户带动贫困户。”

“目前老龚的基地已有2个贫困户
入股，扩种30多亩黄油桃。”镇党委书
记龙世友介绍说，“去年,他套种了西
瓜，今年改成套种辣椒，秋后还会种上
大白菜，相当于一年‘三连作’。”

易俊良告诉记者，全区像这样的
优质水果基地有200多个。

大棚+水管，土地不闲着

在春晖蔬菜合作社基地，成片土
地已完成翻耕，数十名农民正在栽种
南瓜藤；数名工人正忙着为大棚安装
水管。

“可别小看这些水管，有了它，灌
水施肥就同步了。”督导工程进度的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英才说，“这叫

‘水肥一体化’。每亩投资2000元，不
用农民掏钱，全由政府买单。这个工
程节肥、节水、节人工。”

“我们基地，蔬菜是‘三连作’，秋
冬种蔬菜，春夏种瓜菜，反正不让土地
闲着。预计每亩可盈利7000元，增收
1000元以上。”合作社负责人龚丽娟道
破天机。有了合作社统一的产、供、销
一条龙服务，如今合作社已经发展到
102户，种植面积拓展到2200亩。

徐英才告诉记者，君山区是绿色
蔬菜大区，岳阳中心城区的“菜篮子”
和华东华南的菜源地。近年来，君山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蔬菜生产，蔬菜
产品质量得到提升，蔬菜种植面积达
8.63万亩。

湖南日报4月 17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莫雨凡）4月16日，记者走
进益阳市瑞慧实业有限公司一处现存
栏母猪7500头的养猪场，场内干净整
洁，闻不到异味。该公司采用生态养
殖循环综合利用模式，将生猪粪便通
过沼气池进行无害化处理之后用作苗
木肥料，既有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环
境。

益阳市资阳区是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非洲猪瘟发生后，该区采取多项
措施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去年全区生
猪存栏24.8万头、出栏46.4万头、能繁
母猪2.48万头。今年一季度全区生猪
存栏 34.25 万头，出栏 9.47 万头，能繁
母猪存栏3.38万头。

为引导生猪产业向标准化、规模
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该区支持龙
头企业带动中小养猪场（户）进行猪
场改造，共同发展生猪生产，既化解

了中小养殖户“不敢养”的问题，又解
决 了 龙 头 企 业 发 展 所 需 的 养 殖 场
所。目前，已有“益阳五丰”与“双胞
胎”合作，引进母猪 2600 多头；“迎
辉”与“新五丰”合作，引进母猪 3000
头；瑞慧实业梨公塘养猪分场 5000
头母猪基地、天心种业 5000 头母猪
基地、翔武生态 5000 头母猪基地、正
邦万头母猪基地等项目建设正有序
推进。该区整合各类奖励资金鼓励

企业和养殖户发展生猪养殖。目前，
对 29 个完成了粪污处理设施升级改
造并验收合格的生猪养殖场进行奖
补；对能繁母猪和年出栏 500 头以上
的规模猪场育肥猪实施保险全覆盖；
支持符合条件的 2 个生猪养殖场申
报贷款贴息。

该区还对适养区、限养区进一步
规范化管理。全区规模畜禽养殖场粪
污设备配套率在 95%以上，资源化利
用率达 78.68%。去年以来，还举办 3
期生猪疫病防控培训班，培训1500人
次，重拳打击非法调运生猪、收购加工
病死生猪、随意丢弃病死生猪、非法屠
宰生猪、泔水喂猪等违法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暖春四月，万卉成
茵。4 月 17 日，衡阳市
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
金甲月季园里，200 多
个品种的月季花悠然绽
放，如绣似锦，美不胜
收。

该月季园于 4 月 15
日正式开园。春风拂
过，淡淡的月季花香浮
动。不少市民与游客闻
香前来。“这里月季品
种 众 多 ，各 色 花 朵 都
有，还有花架做成的迷
宫、大片的阴凉草地，
很适合亲子出游，孩子

玩得非常尽兴。”当天，市民刘女士带
着6岁的儿子在月季园中畅玩了一上
午。

“这些花不仅美观，还是村民们
的‘致富花’。”月季园中，堰头村党
总支书记贺光权正在指导村民们做
好景区秩序维护、花枝修剪和卫生
清洁等工作，他告诉记者，月季园是
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力丰农业与村里
合作开发的产业扶贫项目，村民们
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进场务工
等收益，还能按人头享受项目收益
分红。

近年来，堰头村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形式，先后发展起国家地标产
品吉萝卜、湘南地区最大早熟梨基地、
规模化蔬菜基地等扶贫产业，带动全
村14户51人顺利脱贫。“目前，村民人
均年收入可达 1.3 万余元。”贺光权自
豪地说。

赏花、游园，只是金甲月季园的
“打开方式”之一。“如果市民看中了
园中的花卉，可以‘打包’带回家。”
贺光权指着眼前的月季花盆栽景观
介绍，月季园占地近 160 亩，有盆景
类和苗木类月季花 60 万株，既是一
个天然的自然生态观光园，也将成
为衡阳市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业
务还有望扩展至周边的广东、浙江
等地。”

而在月季园周边，萝卜干、艾叶
粑、剁辣椒等街边小吃令人食指大
动，品农家乐土菜、买时鲜土产果蔬，
已然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游玩选择。

“每到节假日，一天就能赚两三百元，
比外出打工划得来多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曾凡召在月季园门口摆起杂
货摊，看着眼前的繁花锦簇、游人穿
行，喜不自禁。

村民们笑着对记者说，月季花又
称月月红、长春花，这也预示着他们未
来的日子，将同这月季花儿一样四季
红火。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彭丽娜 钟娅奇

“以基地示范促全市大面积粮食
丰产增效。”4月17日，醴陵市早稻机
插机抛现场演示会在该市泗汾镇符田
示范基地和农场示范基地举行。

机抛秧不仅返青快，而且
成熟早产量高

符田示范基地 120 亩，是我省第
一批双季亩产过600公斤的双季稻高
产示范基地。2009年以来，基地连续
承担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三分地
养活一个人”“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
程”等部省级粮油高产核心示范项目。

今年，该基地得到中国水稻所、湖
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直接指导，以“早加
晚优”为重点，以专业化集中育秧为引
领，以新技术推广示范为手段，以双季
稻高产攻关为目标，早稻选用中嘉早
17，晚稻搭配天优华占，开展双季稻全
程机械化生产示范，为大面积推广总
结技术路径和技术模式。

农田里，3 台由中联重科研制的
2ZPY-13A水稻有序抛秧机正在示范
机抛秧技术，一机3人，包括1名农机
手和2名抛秧操作员，一盘盘码好的软
盘秧苗经抛秧机输送带转动，接连不
断地在机身后留下齐整的绿色诗行。

“机抛秧不仅返青快，而且成熟
早、产量高。”醴陵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现场解说，该机抛秧行数达到
13行，行距可在21至32厘米之间，作
业效率每小时可抛秧8至12亩，秧苗
高度适用10至20厘米。

该示范基地兴机提效，走的是统
一品种、播期、育秧、翻耕、机抛、防治、
收割、烘干的技术路线，同时示范机抛
育秧和机抛秧新技术，组装集成醴陵
市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农场机插稳根基，确保
品种繁育与推广

农场示范基地是醴陵市水稻新品
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示范面积
202亩。自2009年以来，这里建成耕
地地力质量自动监测站、农业面源污

染监测点、农作物虫情测报点等，先后
开展水稻新品种筛选展示、中稻品种
生态适应性鉴定等研究，成为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外国专家培训实习基
地。

近年来，该示范基地集成醴陵市
双季稻机插技术规程，有效确保中早
39、中嘉早 17、天优华占、H 优 518 等
一批适合当地推广品种的繁育筛选，
示范推广200万亩以上。基地与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单位研发的“超级
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机插有稳根稳产的独到优势。”种
粮大户陈树邦一边示范机插秧，一边自
信地说，机插对今年基地开展醴陵市核
心试验区高产攻关等将起到稳基作用。

今年，醴陵市提出目标：确保全年
粮食播种面积 105 万亩以上，其中优
质稻播种面积达到70万亩以上，实现
粮食总产量、总产值分别在 10 亿斤、
10亿元以上，已从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中安排 600 万元，用于高产示范片打
造、早稻种子繁育等，正在组织发放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集中育秧补贴、稻谷
价格补贴等，总额达7000万元。

紧盯目标，不误农时。农机助力，
不负春光。醴陵市目前投入农机具
10933 台（套），派出农机技术服务指
导263人次，培训162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郑莉）今天，记者从省扶
贫办获悉，截至4月16日，全省有就业
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已实现就业 194.6
万人，不但实现了贫困劳动力全部复
工，而且就业总人数较去年底新增了
3.9万人。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我省充分发
挥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作用，推动贫困
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稳定脱贫。省
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功
能，每月更新各类数据信息达40.5万
条，当前平台内提供的有效岗位达4.9
万个。疫情防控期间，紧急部署上线

“湘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引导贫困劳
动力通过平台线上求职，目前“湘就
业”公共服务平台可招聘人数达 16.7
万人。深入开展线上“春风行动”，为

用人单位和贫困劳动力搭建线上对接
通道，今年以来累计发布企业招工信
息117万条。

做好线下劳务输出，发挥省贫困
劳动力劳务协作市场作用，搭建贫困
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供需对接平台。
建立重点企业联系制度，动态掌握
1930家重点企业用工需求，下派招工
小分队赴贫困地区“点对点”对接，优
先输送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到重点
企业上岗就业。疫情发生以来，各级
人社部门依托全省农民工返岗服务工
作专班和人社服务专员，协调相关部
门做好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健康教
育、防疫知识宣传、体温监测和出具健
康证明等工作，组织专车、专列实施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帮助4.5
万名贫困劳动力平安出行、有序返岗。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傅歆然）今天，省农业农村
厅在长沙启动春茶展销月活动，主推
今年新产的绿茶消费。

我省是茶业大省。每年清明、谷雨
前后，新茶大量上市。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今年春茶销售均价比去年下降逾
10%。眼下，全省绿茶销售面临压力。

在省优质农产品展销体验中心，
怡清源、玲珑王等茶企带来新鲜的绿
茶产品，供大家品鉴。消费者说：“新

茶就是春天的味道。”经销商则看到，
名优绿茶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只是
因为疫情有所延后，消费的春天很快
就会来临。

怡清源茶业公司董事长简伯华介
绍，政府开展“重启消费系列活动”，聚
人气鼓信心。当前，“线上电商微商、
线下门店超市”已成潮流。茶企更要
积极行动，线下实体店进社区，线上铺
开不落幕的“品茗汇”，把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张
尚武）疫情不会让需求消失，只是延期
兑现。今天，“潇湘”有机茶出口俄罗
斯启程。这是今年以来省内第一单绿
茶出口，为当前低迷的春茶外销市场
带来一抹亮色。

上午10时，在潇湘茶业公司宁乡
基地，10多辆卡车装载25吨、货值12
万美元的茶叶陆续驶出仓库，从长沙
霞凝港装上集装箱，水运经上海港运
往俄罗斯莫斯科。据悉，这批茶叶来
自会同县宝田茶叶基地。该基地海拔
800米左右，获得欧盟有机茶认证。

眼下，全省 260 万亩茶园进入采
茶旺季。在会同、古丈、保靖等地，茶
叶成为老百姓脱贫的支柱产业。省内
茶界专家预计，今年春茶产量比上年
增长一成左右。突如其来的疫情，茶
叶消费市场冷清；茶叶出口停滞，外贸
订单被取消，茶农增收面临困境。

多年来，潇湘茶业公司对口帮扶

会同县脱贫攻坚，在宝田创办万亩有
机茶基地，率先探索“委托帮扶”模式，
带动 4962 名贫困人口脱贫。今年春
茶开采前，公司董事长陈德湖就宣布：
不能因疫情影响茶农增收，对 5 万亩
核心基地，坚持保护价收购不动摇。

潇湘茶业公司整合资源，大力开
拓国际市场。“潇湘”茉莉花茶畅销中
亚、东欧，红茶已在俄罗斯市场站稳脚
跟。公司出口业务部与外商反复沟通，
今年力推绿茶出口。湖南农业大学茶
学专家、省科技特派员魏勇蹲点宝田基
地，指导农民种茶制茶，改进杀青、烘焙
等工序，调整工艺参数，开发有机绿茶
产品，赢得俄罗斯茶商的青睐。

“疫情过后，预计茶叶需求将迎来
高峰。”魏勇现场指导基地茶农，精细
加工出好茶，细分市场拓营销，抢抓此
轮消费行情，转危为机促发展。从长
远看，疫情将促进绿色食品消费，有机
茶开发大有可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孟
姣燕）“五一”即将到来，省内游正当
时。今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沙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体验时尚都市·拥抱
健康生活”湖南历史文化游暨“夏之
恋·在长沙”文化旅游季在长沙橘子洲
启动，标志着“锦绣潇湘”品牌营销推
广百场文旅活动大幕拉开。

“夏之恋·在长沙”文化旅游季活
动丰富多彩，包括“感恩逆行者——沁
园春·长沙免费游”活动，文旅各行业
推出的亮点活动，区、县（市）十大主场
特色文旅推广活动，“夏之恋·在长沙”
夏季精品文旅路线，市属文化场馆公
益演出及“百场惠民演出进景区”活动
等。

为加快文化旅游市场恢复和产
业振兴，我省大力宣传推介“锦绣潇

湘”文化旅游品牌 5+2 精品线路产
品，与目前正在开展的“春暖潇湘”文
化旅游网络消费季活动结合，在全省
推出“锦绣潇湘”品牌营销推广百场
文旅活动。其中，4 月举办 4 场文旅
活动，除了今天的活动外，还将于 4
月 18 日在张家界举办“体验锦绣潇
湘 拥抱健康生活”湖南人游湖南暨
仙境张家界百万自驾游活动”，4 月
26 日在常德市举办“体验天下洞庭
拥抱健康生活”湖南湖泊度假游暨常
德文化旅游季活动，4月28日在益阳
安化举办湖南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暨文旅产业促销费助脱贫行动计划
启动仪式。

目前，我省旅游景区复工率在全
国排名第 7 位，长沙旅游景区复工率
在全国35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4位。

四时人勤地不懒，稻粱蔬果着春衫
——君山区绿色高效农业生产见闻

不误春不误农时

资阳区生猪生产回暖
一季度生猪存栏34.25万头，出栏9.47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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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地示范促粮食丰产
——醴陵市早稻机插机抛现场演示会见闻

全省贫困劳动力
实现就业194.6万人

较去年底新增3.9万人

“潇湘”有机茶出口俄罗斯
系我省今年首单绿茶出口

“新茶就是春天的味道”
春茶展销月活动启动

“五一”即将到来，省内游正当时
湖南百场文旅活动大幕拉开

4月17日，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淳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在进行早稻插秧。今年，该市落
实早稻种植面积26.2万亩，派出37名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确保粮食丰产丰
收。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圣景 摄影报道

狠抓
粮食生产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肖曲 葛倩）省生态环境厅
今天发布3月份及一季度全省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1-3月，全省14个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2.3%，同
比上升15个百分点。

3 月，全省 14 个市州城市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8%，同比上升
0.4%；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1.2%，无
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本月，除长沙、
常德和益阳外，其他11个城市优良天
数比例均为100%。

综观一季度，全省14个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92.3%，同比上升
15%；轻度污染天数比例7.4%，中度污
染天数比例 0.3%。14 个城市的优良
天数均有所上升，上升幅度较大的有
益阳（上升28%）、湘潭（上升21.2%）、
常德（上升18%）。

空气质量监测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中，有 5 项呈现较大幅度下降。1-3
月，PM2.5、PM10分别同比下降31%、
29.2%，14个城市均有所下降；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分别
同比下降28.6%、25%、18.8%；臭氧浓
度同比持平。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评价，1-3 月，全省 14 个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从好到差依次为：郴州市、
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怀化、自治州并列第3名）、永州
市、邵阳市、娄底市、衡阳市、长沙市、
湘潭市、常德市（湘潭、常德并列第10
名）、株洲市、岳阳市、益阳市。

1-3月，长株潭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89.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
分点，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与上年
同期相比，优良天数比例上升16.4%。

一季度畅享好空气
全省14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92.3%，

同比上升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