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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 吴波

村口，80岁的老彭给邻里打电话：
“有你的包裹，记得来店里取。”10多个
电话打完，老人仍没闲着，掏出另一部
手机，开始计算这个月自家农家乐的
收入。

老彭名为彭育科，是新化县吉庆
镇油溪桥村俊雄农家乐的主人。5 月
19日，老彭一大早便进入“忙碌”模式，
安排好当天的餐饮、住宿、快递收发等
工作，又琢磨着找村干部学习使用电
脑，“我们家的农产品都是自己种植加
工的，绿色有机，等我把电脑学会，就
拿到网上去卖。”

在油溪桥村，闲不下来的，可不只
老彭一人。

小满已至，充盈着夏日欢快的气息。
村干部彭祥兵叫来几名党员，个个扛着

锄头、手拿镰刀，在村道两边忙开了。
“旅游旺季马上来了，村里的漂流

将于 5 月 28 日正式开放。我们几个约
好做义务工，除杂草，搞绿化，给环境
做‘美容’。”彭祥兵说。油溪桥村已告
别贫困,现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湖南
省5A级乡村旅游区。

油溪桥村地处娄底益阳交界的偏
远山区,山多地少，属典型的石灰岩干
旱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5 亩。幸
运的是，农民护住了土地，多年来一直
尽心保护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
92%以上。村里因地制宜，提出把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主攻方向，
制订“3 年转弯子，6 年打基础，9 年见
成效”三步走计划，探索出一条以“乡
村旅游带动休闲农业、以休闲农业支
撑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路子。

铜锣湾组主营水蜜桃、柑橘，戴家
拜组发展柚子和猕猴桃产业，张家院组

专攻莲藕种植……一村多品的开发，极
大增强了油溪桥村农业的发展韧劲。

“所有鱼苗、经果林苗木、农家乐
配套设施、药物防治、化肥供给、技术
指导等，全部由村里免费提供，让我们

‘零成本’进入,得到‘全方位’保障。”69
岁的刘基础从石头缝里种出“金子”，
光是1亩多地的水蜜桃，去年产值就突
破万元。

如今，全村发展稻田养鱼、甲鱼养
殖基地 560 余亩，利用荒山荒地种植
水果近3000亩，基本实现家家户户都
有致富产业。全体村民义务筹工，完成
22 公里游步道、25 个观景台、所有田
埂的硬化。村里还成立旅游服务开发
有限公司，每年将纯收入的 80%拿出
来分红，去年游客量达5万多人次。

农村要致富，关键看支部。2007
年，油溪桥村支两委改选，在外经商的
致富能人彭育晚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主任。他创造性地提出“村级事
务管理积分制”，大到村级事务，小到
垃圾处理、家禽圈养，全村人的行为准
则都有严格的评分标准。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其作为 2018 年
度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全国推广。

“我们的村支两委成员平均年龄
不到36岁，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
6人。”70余岁的老党员苏术初向记者
介绍时，竖起了大拇指。这支队伍发挥

“挑山工”精神，开山劈石、遇水架桥，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乡村奇迹，先后
被授予“全省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基
地”“娄底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每个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参与
者，也是最大受益者。油溪桥迈上‘幸
福桥’，我们信心十足。”彭育晚说，
2019 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21860
元，村集体收入也从无到有，现已达到
121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钟伟锋 蒋军君 肖亚湘

5 月 18 日下午，记者走进新田县
龙泉镇东升村，村口的千亩露天菜田
和连片温室大棚里，辣椒、菜心、玉米
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到处都是菜农
们忙碌的身影。村支书刘道忠介绍，采
摘的蔬菜会被送到打包车间进行贴
标、装箱，7个小时就能抵达香港，有些
还漂洋过海卖到日本、泰国等地。

东升村地处秀峰山南麓、金陵水库
上游，土壤天然富硒，种植的蔬菜口感
甘甜，在粤港澳市场颇受欢迎。通过发
展蔬菜产业，东升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村民的钱包也一天天鼓起来。

而在 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祖祖辈辈吃不饱，就靠卖点柴和草”
的水库移民村。

“你看，现在山上密密麻麻都是
树，这在以前是看不到的，因为过去树
基本上被砍光了。”刘道忠指着远处的
秀峰山讲起了东升村的故事。由于山

多地少，田地产量不高，以前村里几乎
家家户户都以砍树卖柴为生。树林一
年比一年稀疏，而村民们的生活水平
还是原地踏步。由于贫穷，外村的姑娘
都不愿意嫁过来，村里最多的时候有
20多个光棍。

改变始于2001年。当时在广东从
事蔬菜批发生意的刘道忠，发现新田
本地蔬菜在广东很受欢迎，他便尝试
搭县里的客运班车运蔬菜过去销售，
一趟能赚300多元。2003年，他回村试
种下 1 亩“一串铃”小南瓜，收入近
5000元。第二年，他说服10多户村民
种起了30亩小南瓜，并保底收购。

“我是第一批跟着刘支书种小南
瓜的村民，第一年种了 6 亩，赚了 3 万
多元。”今年56岁的村民陈土青告诉记
者，不到3年的时间，最早种蔬菜的10

多户村民都修起了气派的小洋楼。这
个事情在村里很轰动，有些在外面打
工的人听到消息，纷纷返乡种蔬菜。到
2007 年，由于种植规模扩张，村里还
流转了邻近村的1000多亩土地。

2013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刘道忠
说服与自己打交道多年的广东东升农
场负责人区景泰，在东升村及周边村流
转土地6500余亩，建起大型冷库、新型
农民培训楼等，带领村民组建种植专业
合作社，创办外向型富硒蔬菜基地，产
品主要销往粤港澳地区。2015年，广东
东升农场总部从广州市番禺区搬迁至
东升村，追加投资1亿多元，基地面积
扩大至1.42万亩，并配套建设展示厅、
漂流码头、泡水区、百菜园、动物小镇
等。目前，该农场带动了周边村庄1000
余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约300余人。

“同乡人现在一说起东升村，都很羡
慕。”在农场冷库工作的彭金冬告诉记
者，他以前在外面打工，赚不到什么钱。
如今，把土地流转给农场，既能在自己家
门口实现就业，还能照顾家庭。通过专业
技能培训，他熟练掌握了蔬菜的采摘、品
质检测、包装等一系列操作技术。几年下
来，他从摘菜工做到了管理层，工资也涨
了2倍多。现在夫妻俩都在农场上班，每
月家庭收入达6000多元。

近年来，东升村还以国土资源部
定点驻村帮扶和省委统战部创建同心
乡村示范村等为契机，先后实施土地
整理、农业综合开发、河道整治、金陵
水库集中供水工程等项目40余个，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该村先后获得永州
市小康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等荣
誉。

“富硒菜”带富东升村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产业扶贫，一
手抓基地创建，一手抓产销对接。全
省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今
天开业，为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
在长沙提供新的展示窗口。

该中心由省农业农村厅筹建。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展示的茶叶品
牌就达数百个。除了实物展出外，中
心还结合“湖湘农事”“湘农荟”等线
上平台，以“展厅展示+线上销售”模
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助力产业扶
贫拓展销售终端。据悉，展示中心将
每月举办一次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
产品主题推介活动。

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进

产业扶贫，抓好水果、蔬菜、茶叶等产
业基地建设，壮大湘西黑猪、新晃黄
牛、临武鸭等地方良种。抓基地建设的
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去年，
省级共组织13场产销对接活动，各县
市区共举办32场产销对接活动，麻阳
冰糖橙、安化黑茶、永顺猕猴桃、湘西
腊肉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受到采购商热
捧，累计签订销售合同逾200亿元。

产业扶贫见成效，关键靠农产品
优质优价。省里大力扶持区域公用品
牌，为贫困地区农产品提升附加值。
保靖黄金茶带动贫困户每亩茶园增
收 5000 元以上。“湘江源”蔬菜走俏
粤港澳，“南洲稻虾米”热销京城，带
动农民增收脱贫步伐加快。

产销对接 品牌增效

产业扶贫拓展销售终端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刘灵宁 熊心仪）昨天在长
沙举行的湖南首届计量助推仪器仪表
及传感器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传出消息：
湖南计量技术服务覆盖全省20条产业
链，规模以上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生产企
业134家，拥有发明专利5600件，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仪器仪表作为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解决产品及制造过程中“不可见”

质量问题的关键。在工业互联网时代，传
感器是数据的采集入口，是物联网、智能
工业、智能设备、无人驾驶等的“心脏”，
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统计显
示，在工业产品附加值提升中，仪器仪表
及传感器产业的贡献率达80%以上。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介
绍，全省加快推进计量科学研究和检验
检测体系建设，建立最高计量标准230
项，可开展检定、校准和检测服务项目

1100余项，形成了以省级计量技术机构
为龙头、以市州计量所为支撑、以行业
计量授权机构为补充的检验检测体系。
湖南电能计量、煤质分析、环境监测等
仪器装备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形成较强
竞争力，培育出威胜集团、天恒测控、银
河天涛、开元仪器、三德仪器、力合科
技、可孚医疗等一批知名企业，提升了
全省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等高精尖产品
产业链聚集水平。

充分发挥计量技术基础作用，加快
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次论坛上，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方迪、中国仪器
仪表行业协会秘书长李跃光等专家，研
判当前国内外计量与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的形势，展望计量与仪器仪表及传感
器产业交流合作的前景，并就当前智能
制造、精密仪器与传感器等产业高质量
发展进行圆桌对话。

“所有和测量、结算有关的，都要用
到计量，它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表示，国家
的计量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
新发展能力，未来计量将向着智能化、
量子化方向发展。

湖南加快推进计量科学研究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计量技术服务覆盖全省20条产业链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刘晓玲）今年5月21日是
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今天
上午，省农业农村厅在长沙举办庆祝
国际茶日湖南启动式，以多种形式传
播茶知识、弘扬茶文化、促进茶消费，
助力茶农增收。

据悉，启动式后至 6 月 20 日，省
农业农村厅、省茶业协会还将支持并
帮助茶叶主产县市区，积极开展采茶
竞赛、制茶技能赛、斗茶大赛、茶产业
发展论坛、消费扶贫、茶园体验游等
多种专题活动，丰富湖南庆祝“国际
茶日”活动内容，放大“国际茶日”作
用与意义，进一步促进茶业发展。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全球
产茶国和地区达 60 多个，饮茶人口

超过 20 亿。2019 年 12 月，联合国大
会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
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湖
南是茶祖神农的陵寝福地。省茶业协
会会长周重旺介绍，湖南茶业近年来
强势发展，至2019年底，全省茶园面
积已发展到280万亩，年产茶28.7万
吨。湖南的“安化黑茶”“湖南红茶”

“潇湘绿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
等区域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消费市
场不断扩大，全省呈现出“三湘四水
五彩茶香”的发展格局，茶叶成为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发展区域经济、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传播茶知识 弘扬茶文化 促进茶消费

湖南启动庆祝首个“国际茶日”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葛倩 蒋睿晓）省生态环
境厅今天发布消息称，1至4月，全省
14 个市州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2.7%，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无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前4个月，全省14个市州城市的
PM2.5 、PM10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的平均浓度均同比下降，臭氧
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9.2%。

值得注意的是，4月份，全省虽无

中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但 PM2.5、
PM10、二氧化硫、臭氧、二氧化氮的
平均浓度均有所上升，14个市州城市
的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4%，比
上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评价，1-4月全省14个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从好到差依次为：张家界市、
郴州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
市、永州市、邵阳市、常德市、娄底市

（常德、娄底并列第7名）、衡阳市、岳阳
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益阳市。

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前4月全省空气质量有改善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肖畅

5月17日，湘潭大学东青教师公寓
3栋3131室，去年入职的青年教师粟云
期正在整理返校学生的相关资料。

“因为学校周转房房源不足，之前
一直租住在校外。”粟云期说，“今年搬
到这里后，环境好，工作更方便，终于有
了‘回家’的感觉！”

人才是高校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
来，湘潭大学平均每年新引进优秀人才
近百人。新进教师的过渡性住房问题，
事关教师的切身利益和学校长远发展。

多年来，湘潭大学为引进人才先后

建成周转房400余套，为什么仍然存在
一“房”难求的局面？校纪委调查发现，
有的教职工违规占用、转租、空置周转
房；有的不及时按规定腾退周转房……

这一现象引起校纪委的高度重视。
“违规占用周转房的现象，看似是‘微腐
败’小问题，背后却折射出少数党员干
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特权思想作祟等
问题，必须立即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校
纪委书记董康明说。

校纪委会同主管部门，在全校开展
周转房专项整治。在校党委领导下，学
校成立周转房清理工作小组并下发通
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腾退违规占用的

周转房，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腾退整
改，对整改责任落实不力、不到位的单
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

经过持续整治，学校共清理腾退周
转房 90 余套。为进一步规范周转房管
理，校纪委督促相关部门修订完善《湘
潭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
法对周转房的申请条件、使用规定、租
赁期限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从机制上
有效解决新进教师“住房难”问题。目
前，学校周转房运转进入良性循环。

今年入职的青年教师李方比粟云
期“幸运”，来校报到的当天，他就拿到
北青教师公寓的钥匙。“房子进行了装

修，干净又亮堂，非常满意，让我们有了
一种归属感。”李方说。

近年来，湘潭大学纪委聚焦学校发
展中的难点问题和师生反映强烈的热
点问题，推动学生奖助学金评定与发
放、周转房管理、水电管理等矛盾问
题，一个一个解决、一项一项整改。自
主查办了违反政治纪律、职务违法犯罪
等违纪违法案件，且未出现一起申诉
案。

“抱着‘治病救人’的初衷，我们既敢
于在监督执纪问责中‘得罪人’，也善于在
监督执纪问责中‘以理服人’，这样才会得
到干部师生的信任和认可。”董康明说。

据了解，在一年一度的校属单位年
度考核中，校纪委连续多年被评定为

“优秀”。湘潭大学还曾作为全省唯一的
高校代表，被评选为“全省纪检监察系
统先进集体”。

一“房”不再难求,为哪般
——湘潭大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掠影

油溪桥迈上“幸福桥”

长沙地铁6号线窑朝区间左线贯通
5月21日上午9时48分，长沙地铁6号线窑岭湘雅二医院站至朝阳村站左

线顺利贯通。窑朝区间左线全长982.459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为确保
施工安全高质高效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在穿越风险源时将沉降数据控制在毫米
级。目前，窑朝区间右线盾构已掘进550环，预计6月可贯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璐 摄影报道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十八洞姊妹村”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