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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刘笑
雪 刘勇 肖霄）今天上午，新中国成立
以来湖南投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
犬木塘水库开工仪式在邵阳县举行。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宣布开工。

副省长隋忠诚讲话，省政府秘书
长王群主持。

开工仪式前，许达哲详细了解了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和施工安排等情
况。他指出，犬木塘水库工程是重大的
水利工程、生态工程，更是重大民生工
程，要把工程项目建设作为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大举措
来抓，落实责任、倒排工期，按时间节
点推进，形成更多实物量。要坚持质量
第一、安全至上，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要把廉政要
求贯穿项目建设始终，打造阳光工程、
精品工程。要统筹考虑项目功能需要，
细化优化建设方案，实现工程效益最

大化，早日让工程造福老百姓。
开工仪式上，隋忠诚指出，希望项

目所在市、县党委和政府切实提供全
程、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省直各有
关部门加强指导、支持、调度、监管，建
设单位与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方一
起精心组织、科学施工，大家共同努
力，千方百计做服务、精准调度用资
金、严格监管抓质量、慎之又慎保安
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犬木塘水库工
程。

据了解，犬木塘水库工程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省投资最大的单体水利
工程，是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概算总投资 102.5 亿元，建设
内容包括枢纽、灌区两大部分。枢纽工
程位于邵阳市境内资水中上游，水库
总库容1.4亿立方米，年发电量1.13亿
度。

衡邵干旱走廊是指雪峰山脉以

南、五岭山脉以北，以湘江流域资水流
域分水岭为中轴线分布的广大丘陵地
区，该区域“十年有九旱，五年一大
旱”。灌区工程主体位于衡邵干旱走廊
中心地带，范围涉及邵阳市大祥区、双
清区、邵阳县、邵东市，永州市冷水滩
区、祁阳县，衡阳市祁东县和娄底市双
峰县等4市8县(市、区)。灌区渠首设计
流量40立方米每秒。灌区渠系包括1条
总干渠、5条分干渠和 13条骨干支渠，
合计235公里。

按照规划设计，犬木塘水库建设
总工期为 5 年。工程建成后，年均引水
量3.16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
积121.7万亩，解决灌区范围内农田灌
溉缺水问题，多年平均可增产粮食
1.4 亿公斤；可保障邵东市城区和祁东
县城 90 万人供水，有效解决灌区范围
内农村70.2万人饮水提质增效问题，兼
顾改善灌区内红旗河等河道生态环境。

湖南最大单体水利工程犬木塘水库开工
许达哲宣布开工

建成后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121.7万亩，保障90万人
供水，滋润衡邵干旱走廊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婷婷）湘西湘北暴雨成
片，湘东南高温持续。气象专家提醒，
湘西、湘中以北强降雨来袭，相关部门
需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
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预计18日20时至19日20时，长
沙西部、岳阳、常德南部、张家界南部、
益阳、怀化、娄底西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
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得出结论：自 18 日 20 时至 19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 湘中以北大部分区
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大（橙色
预警）。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
出结论：自18日20时至19日20时,受
降雨影响,岳阳市北部局地、常德市中
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南部、益
阳市中部、张家界市南部、怀化市北
部、娄底市北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
灾害（蓝色预警），常德市南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益阳市西北
部、怀化市中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
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常德

市南部及西南局地、益阳市西北局部、
怀化市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
能性大（橙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18日至 20日受高
空低槽与西南低涡东移影响，湘西、湘
中以北有暴雨到大暴雨，湘东南部分
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气
象专家提醒，相关部门需加强防范18日
至 20 日湘西、湘北强降雨可能引发的
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
积涝等灾害；需高度关注18日至20日
湘西、湘北强降雨和长江中上游持续
强降雨对洞庭湖区、澧水、沅水、资水
中下游汛情的影响。

强降雨来袭

湘中以北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

湖南日报 7月 18日讯（记者 王
文 通讯员 马宁）今天上午，中石油忠
武线潜湘支线、西三线长沙支线与中
石化新疆煤制气管道湖南长沙联通工
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重点互联互通
工程之一，该工程建成后，可实现广
东、广西LNG海上气源进入湖南境内，
改变湖南气源的单一性，对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冬季保供具有重要意义。

该工程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和路
口镇，为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
气东输分公司投资建设，批复概算
2.08 亿元，工程新建 9.25 公里管道，
其起点为新气管道石潭村阀室围墙
外，末点为西三线长沙支线安沙分输
清管站。该工程是 2020 年国家石油
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建成
后，中石油与中石化的天然气管道在

湖南境内将实现互联互通，届时湖南
将形成互联互济的“双气源”格局，也
更加可靠。

据了解，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前
期工作，预计 11 月底完成工程施工
任务，然后用一个月时间完成设备调
试和试运行，确保 12 月底正式建成
投产，为湖南冬季用气高峰提供坚强
保障。

中石油与中石化天然气管道将在长沙互联互通

湖南将形成“双气源”格局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见习记者
昌小英 记者 郑丹枚）7 月 17 日，邵阳
市委常委十一届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若干意
见（草案）》(简称《意见》)，为在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作出总体部署。

2018年 11月，邵阳市获批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意见》明确打
造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区、湘南
湘西制造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特种玻璃谷”、湖南对接东
盟地区最大的产业聚集区、中部地区最
大的特色轻工业产业基地及全面建成
沪昆百里工业走廊6个建设目标。从“产
业发展再加速、承接平台再升级、创新
引领再深化、开放合作再出发、营商环
境再提升”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的重
点举措。

为完善产业生态，邵阳市加大资
金支持，市县两级统筹 50 亿元产业扶
持引导专项资金、50 亿元企业融资担
保资金，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新兴

优势产业链培育攻关，并每年安排奖
励资金 1000万元，用于奖励在市本级
重大招商引资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
各类机构和人员。

同时，该市大力推进园区提质升
级，每年统筹组织 3000万元专项扶持
资金，建好产业发展平台、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融资担保平台，实现动能升
级、功能升级、效能升级,建设智慧园
区、品牌园区、低碳园区。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
邵阳市国家级层面的最大平台，也是当
前最大的发展机遇。在《意见》指导下，
邵阳市将继续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确保到2025年，邵阳市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全面建成，地区生产总值力争
超过3300亿元，城镇化率超过59%。

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

邵阳市力争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湖南大中小学积极行动，落实教育部《指导纲要》——

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申永丰

今天的青少年，文化知识的广博常令
父辈自叹不如，但小学生不会剥鸡蛋、中
学生不会扫地、大学生不识五谷的笑话也
时有耳闻，人们针砭现行教育“有教育无
劳动”。近日，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
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专业指导学校劳动教育教什么、怎么教。
7月16日至18日，记者采访了湖南部分大
中小学校长，欣喜地发现，有了《指导纲
要》，劳动教育将呈现一番别样风景。

小学：做菜种花插秧都要学
《指导纲要》：小学阶段，设立劳动教

育必修课程，每周不少于 1 课时，每周课
外活动和家庭生活中劳动时间，小学一
至二年级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
3小时。低年级学生以个人生活起居为主
要内容，中高年级学生以校园劳动和家
庭劳动为主要内容。纳入综合素质档案，
作为学生学年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自我服务劳动，培养孩子基本生
存技能，减少‘巨婴’；集体劳动，培养互
助精神；公益劳动，培养奉献精神。劳动
教育关系到新时代青少年的综合素养，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 月 16
日，湖南师大附属颐华学校小学部校长
黄丽君这样阐释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学
校将于 9 月招收 576 名小学新生，现已
把劳动教育纳入完整的“颐养芳华”课

程体系。
黄丽君介绍，颐华学校小学部的劳

动教育，分成日常基本劳动习惯养成教
育、基地劳动实践和研学旅行三个部
分。日常，要教会孩子们穿衣穿鞋、清理
书包、整理房间和简单的家务劳动。每
个学期要学会做一道菜，请大厨教。一二
年级学会做凉菜，三四年级学会做面点、
包饺子、炒鸡蛋和小菜，五六年级要学会
炖汤和做一道大菜。学校将开辟一片劳
动实践基地，请农科院专家来讲课，让孩
子们学会种菜、种花、体验水稻播种、插
秧、收割全过程。研学旅行，一二年级去
平江起义纪念馆，三四年级去岳阳楼、
岳麓书院，五六年级去北京、西安。▲ ▲

（下转3版）

解渴“衡邵干旱走廊”
——写在犬木塘水库工程开工之际

明日起，我省电影院
将陆续恢复开放

■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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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孟姣燕 周勇军

六年一瞬间，土鸡变“凤凰”。
在石门县壶瓶山区，林中散养的土

鸡，饮山泉、啄昆虫、食花草……湘佳牧
业扎根于此，引领贫困户养“脱贫鸡”、
奔小康路。

2014 年，禽流感疫情让市场“闻禽
色变”，土鸡无人问津。当年 8 月 29 日，
时任省长杜家毫来到湘佳牧业总部调
研，及时解难纾困，勉励企业走精细农
业之路，不断做大做强。

省政府大力扶持湘佳牧业，将其列
入“百企千社万户”工程。今年4月，公司
在深交所中小板首发上市，成为中国生
鲜家禽上市“第一股”，其品牌价值高达
45.94亿元。

7 月 8 日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第
二次来到湘佳牧业总部，考察企业发展
和产业扶贫情况。得知企业在直接带动
3000 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
同时，还实现了养殖信息化、生产自动化
和全产业链发展，他高兴地对公司董事
长喻自文说：“六年不见，刮目相看。”

既不做“鸡头”，也不做
“凤尾”——

携起手来当“凤头”

走进湘佳食品产业园，高大的石雕
吸人“眼球”：一只气宇轩昂的公鸡，脚
踩黑色石基，石基上书《金鸡立石赋》。

“金鸡立石，弃燕雀之小志；闻鸡起
舞，慕凤凰之高飞……”讲解员告诉记
者，石赋透露出公司创始人的心声，已
成为所有员工的“励志鸡汤”。

喻自文，回眸创业历程，满怀感慨：
“农字号”企业要壮大，领头人要破除小
农思想，放眼长远，志在“凤头”。

1994 年，石门县二都乡农民喻自
文、邢卫民开始合伙养鸡。他俩从上海
引进白羽肉鸡种鸡，自繁自养38天就出
笼，一年就成为“万元户”。

眼见养鸡赚钱，周边农民纷纷找上
门，想养鸡又怕担风险。

借鉴浙江经验，喻自文、邢卫民推
出代养模式，即公司先将鸡苗、饲料、药
品放贷，交农民代养；鸡养大后，公司按
保护价收购，抵贷后确保养殖户一只鸡
净赚3到4元。

农民吃了“定心丸”，纷纷加盟养
鸡。喻自文、邢卫民各自成立亚飞农牧、
宝峰禽业，走向分灶吃饭。

角逐“鸡头”，两家公司都办起孵化
场、饲料厂。这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格局，难以抗御多重风险。

2003 年，遭遇“非典”冲击，石门养
鸡业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而广东温氏集
团选择此时进军湖南养鸡业，放话 3 个
月内“一统江湖”。

内逼外攻之下，喻自文经过深深反
思，主动找邢卫民商量，两家重新携手。
他们把新组建的企业取名双佳农牧，重
新设计的企业标识——两只小鸡亲密

无间。
抛却“鸡头”之争，并非回归“凤

尾”，而是志在“凤头”。他们按股份制对
家族企业进行改造，2012年引进战略投
资，企业更名为湘佳牧业。

随着规模的扩大，湘佳牧业苦练
“内功”。公司牵头成立土鸡养殖合作
社，走“公司＋合作社＋农户”之路。

依托中国工程院，建立湘佳牧业院士
工作站。从2014年起，由专家领衔指导，合
作社带动养殖户，精细喂养“石门土鸡”。

科学喂养“高效鸡”、林下散养“健
美鸡”、精准定位“适销鸡”，几年来，湘
佳牧业走精细化之路，“凤头”实至名
归。去年公司出笼优质鸡6000万羽，黄
羽肉鸡跻身全国“前三甲”。

告别“活禽时代”，探路
“生鲜上市”——

土鸡“远飞”北上广

农业大省湖南，养殖业占农业的
“半壁江山”。长期以来，活大猪、活鸡等
粗放产品常见卖难，很难打入北京、上
海、广州的高端超市。

走精细农业之路，“石门土鸡”出山
林，最大的“瓶颈”就是如何精准对接高
端市场。

按本土消费习惯，鸡吃叫，鱼吃跳，
土鸡都是活禽上市。喻自文清楚：只卖
活禽，“石门土鸡”难以远飞。▲ ▲

（下转2版）

土鸡如何变“凤凰”
——精细农业“湘佳样本”

湖南日报评论员

忽如一夜春风至，“精细农业”拔节
生长，花开三湘四水。湘佳牧业就是其
中的典范，令人们惊叹又无比感慨：农
业现代化的路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们
脚下，是靠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
中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奋斗拼搏走出来
的。

无论在长株潭，或是北上广，市民
要吃上一只生鲜土鸡，只要上大一点的
超市门店或电商平台，就能顺顺利利买
到。这只鸡来自湖南壶瓶山区，叫“石门
土鸡”，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的沃尔玛、家
乐福、步步高等70多家中外超市2700家
门店，每天的销量高达8万只。大山深处
的一只鸡，跨越千山万水飞入大都市，
不仅丰富了千百万居民家庭餐桌，而且
直接带动 3000 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
贫。这个堪称现代农业经典的故事十分
耐人寻味，又给人深刻启迪。

农业是弱质产业。尤其是鸡鸭家
禽，由于人们习惯鸡吃叫、鱼吃跳，往往
只能卖活禽、销本土。石门土鸡展翅高
飞入都市，缘自湘佳牧业走出了一条

“公司+基地+超市直营”的经营模式，一
条“从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全信息
化发展之路。一只土鸡从石门发货，冷
链仓储配送到北京、上海的任何一个超

市，不会超过18小时。什么叫精细农业？
这就是精细农业。

精细农业这条路走得十分艰难，湘
佳牧业经历了多年的淬炼。省委书记
杜家毫高度关注，深入企业考察，帮助
解决在生物有机肥加工、省外市场冷链
加工仓储配送等环节遇到的政策瓶颈
问题。省政府将湘佳牧业列入“百企千
社万户”工程，予以大力扶持。

早些年，湖南提出“精细农业”概念
时，人们还有些陌生。省委、省政府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着力推进农业现
代化。从湖南农业大省的实际出发，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大胆作出建设以精细
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的决策部署，引发了一场从“粗放农业”
到“精细农业”的深刻变革，在广袤的三
湘田野上推动“传统农业”跃上“现代农
业”的华丽蝶变。

“湖广熟，天下足”。鱼米之乡的湖
南，曾经的光环在小农经济时代，着实
令人骄傲与自豪。面对市场经济狂风巨
浪，农业大省湖南又显得有些弱不禁
风，农产品的卖难买难之声此起彼伏，
农民种养风险伴随市场高低波动。“多
而不优”“优而不多”是长期困扰的尴
尬。“粮猪”独大却愁销路，名特优农产
品好卖却无规模，农业生产高投入、高
成本、高消耗，这些问题阻挠着湖南农

业现代化前行的脚步。
问题就出在“精细化”程度不高。借

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发展精细
农业的经验，近几年来，我省转变发展
观念，改变传统生产模式，着力推进现
代农业“百企千社万户”工程，扶持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壮大精
细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加快新技术示范
引领精细农业发展，形成从基地直达市
场的全产业链、全信息化生产营销格
局，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质量效益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9 年，全省农产
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8 万亿元，
同比增长9%；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到 51.5%；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5395 元，增长 9.2%。实践证
明，精细农业这条路子走对了，代表现
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一个个品牌企业崛起在三湘大地，
一个个农业“湘字号”产品走向全国世
界。“顺祥”小龙虾借助新法冷链远销欧
美，湖南橘瓣罐头“吃干榨净”式加工法
领先世界，临武鸭分割加工身价倍增风
靡神州，安化黑茶乘“一带一路”东风香
飘万里……这标志着湖南农业的技术
装备愈来愈先进、市场化程度愈来愈走
高，产业化链条愈来愈完备，信息化应
用愈来愈普及，正朝着精细化特色化现
代化高质量迅猛跨越。

“精细农业”在三湘大地拔节生长

7月18日，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悟山里村，村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早稻。近日，该区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抓住天
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全面开启“双抢”季。 潘爱民 摄

三伏天里“双抢”忙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