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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炼 “油品质量升级改扩建

项目 ”

8

套主体装置 ， 至

10

月

8

日

已全部交付使用 。 这些装置全部

是在原生产区内拆旧立新 、 开山

填坑建设而成 ，

57

亿元的投资 ，

没有占用一分农田 （据

10

月

11

日

《湖南日报》）。

长炼的改扩建项目 ， 通过优

化布置压缩空间 ， 让有限的土地

得到充分利用 ， 更为炼油企业可

持续 、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独特的

途径，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中，

我们应该看到当地政府 、 主管部

门与企业在土地利用上的互利共

赢 ， 深刻体会到集约用地是当前

用地方式的惟一选择。

我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

分之一 ， 人均土地面积却仅为世

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 ， 其直

接后果是耕地不足 ， 粮食安全面

临严峻的考验。

可面对如此国情，在目前的各

类开发建设潮中，摊大饼式的城市

发展方式仍是突出问题， 且有蔓延

之势。 一些地方政绩不够就“以地招

商”，“库银”不足则“以地换钱”，批准

的用地不够用， 就想方设法打耕地、

农田的主意， 是为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 还有个孪生兄弟， 叫作

“财政土地”，即一些地方的国土管理

部门置政策法规不顾，在用地管理上

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安排和摆布。

土地 ， 是养育人类的母亲 ，

耕地的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 ， 集

约用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 这一

点 ， 作为即将跃升为长江内陆最

大炼油企业的长炼 ， 为我们树立

了榜样。

土地不可再生 ， 扩充不是办

法 ， 节约方是途径 ， 集约才是出

路。 只有抓住管地部门依法管地、

用地部门集约用地两条主线 ， 并

当作新时期用地方式的指导方针，

才能守护 “饭碗田”， 守住民生之

本、 国家之基。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economy

本报记者 张尚武 周月桂

通讯员 栾常军

崭新的厂房，自动控温、控湿、控

光，占地不到

10

亩，却能日产

8

吨高档

杏鲍菇，年产值

2500

万元。 这是省食

用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长沙县春

华镇的生产基地，堪称全省食用菌产

业迈向现代化的缩影。

从露天栽培到工厂化生产，从季

节性生产到周年化生产，我省食用菌

产业在创新中快速成长。

2009

年全省

食用菌产量

70

万吨、 产值

40

亿元，成

为继粮、猪、棉、油、果之后的又一重

点农业支柱产业。

省供销社副主任、省食用菌协会

会长彭海华称，近年来，我省食用菌

发展走“科企联姻、上下联动、左右逢

源”之路，形成产业联盟，整合部门、

企业、科研等多方面的资源，为产业

快速成长源源不断提供“营养”。

科企“联姻”，攻克工厂

化周年生产难题

我省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数地区适宜

食用菌生长。 全省每年的稻草、锯木

屑、棉子壳等农作物副产品达

4000

多

万吨，发展食用菌产业原料充足。 但

长期以来， 我省食用菌露天生产，一

年仅出菇两茬，资源利用率不高。

“传统的食用菌生产受温度影

响，出菇集中在春夏、秋冬之交，季节

性太强， 难卖好价钱。 ” 彭海华说，

2000

年全省食用菌还不足

18

万吨，总

产值仅

10

亿元。 进入“十一五”以来，

湖南省食用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联

合省农科院、 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上

海农科院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

支撑重点项目

4

个，围绕秸秆利用、珍

稀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保鲜技术

等方向，开展难题攻关，研发新品种、

新技术和新工艺

8

项，验收鉴定成果

5

项。 公司以省食用菌研究所为依托，

成立企业科技创新中心，边研发边推

广，主推“湘杏

98

”等优势珍稀菌种，

形成了食用菌工厂化周年生产的标

准模式。

2007

年，省食用菌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与省食用菌研究所联合，在长沙

县春华镇成立湖南春华食用菌有限

公司，建成控温、控湿、控光的标准化

“菇房”

6

栋，每天都能出菇，成为全省

食用菌周年化生产的示范样板。

近

3

年，郴州、湘潭、怀化等地纷

纷涌现出一批食用菌生产基地。 省食

用菌研究所充分发挥科研优势，派出

科技专家团队予以指导，成为全省食

用菌产业的科研龙头。

食用菌由露天的季节性生产迈

向工厂化周年生产，已“脱胎换骨”成

为典型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近

几年， 我省食用菌产业无论产量、产

值 ，年增长

15％

以上 ，产值排名进入

全国十强。

“上”“下”联动，龙头

企业串起产业链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一家一

户埋头种菇，“上游” 的生产环节与

“下游”的销售环节脱钩，菇农收益不

稳定，食用菌产业徘徊不前。

“十一五”以来，我省食用菌主产

县（市）纷纷创办以龙头企业为主导

的食用菌协会和专业合作社，带动和

引领食用菌生产走 “公司连基地，农

民入协会，规模出效益”的发展道路。

安仁县邝小军掰着指头跟记者算账：

加入协会以前，

1

亩食用菌每年能赚

到

6000

元；加入协会后，

1

亩最少可赚

11000

元。

省供销社作为省食用菌协会、省

食用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食用菌

研究所的主管单位，有机整合三方面

的力量，发挥公司的品牌、网络优势，

“嫁接”协会的组织桥梁优势，叠加研

究所的技术人才优势，有效串起产业

链的上游与下游，真正实现“一头连

市场，一头连农民”，既为菇农提供菌

种、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一条龙”

服务，又强化了行业自律，推进标准

化生产。

在长沙县春华镇，由湖南春华食

用菌有限公司牵头，成立长沙春华食

用菌协会和春华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带动全镇农民发展食用菌产业，并辐

射周边乡镇，形成特色产业带。 公司

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标准、

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原则，带动农

户

1500

户，发展珍稀品种，共同打造

“春华”品牌，每亩可增收

3

万元以上。

省供销社及时将“春华模式”向全省

推广普及， 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

今年

2

月， 我省第一个食用菌专

业批发市场———“湖南菌业·食用菌

批发销售中心”， 在长沙马王堆蔬菜

批发市场亮相，这是由省食用菌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搭建的基地与市场对

接的平台，产业链“上”“下”联动，向

终端延伸，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

“左”“右”逢源，产业

联盟助推菌业升级

“整合资源，推动产业发展；联合

攻关，引领技术升级；开拓市场，做大

湘菌产业 ”———我省已获批成立的

“省食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联合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真可谓“左右

逢源”， 形成了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巨

大合力。

在最近的“联盟”筹备会上，湖南

农大夏志兰教授称，有了“联盟”这个

好平台，产学研无缝对接，科研将更

好地助力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而省级

龙头企业安仁县坪上食用菌公司总

经理袁王苟称，有了“联盟”作后盾，

公司“触角”能伸得更广，菇农增收更

有保障。 从事食用菌生产

40

余年的靖

州茯苓专业协会会长王先有说，“联

盟”让会员单位放宽眼界、更好地把

握市场的“脉搏”。

产业联盟将助推全省食用菌产

业调整结构、优化布局。 省食用菌研

究所所长彭运祥说，按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产业联盟的首期目标是，培育

10

大产业基地，

5

大省级龙头企业和

3

个著名品牌，逐步形成以靖州、通道

为中心的湘西药用菌产业带； 以长

沙、浏阳为中心的湘中高档鲜菇产业

带；以衡阳、湘潭为中心的反季节食

用菌产业带；以安仁、桂阳为中心的

湘南珍稀菌产业带；以澧县为中心的

湘北食用菌产业带。 五大产业带各具

特色，优化组合，将加快我省迈向食

用菌强省的步伐。

品牌整合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趋势。 省供销社主任陈德礼称，食用

菌产业走向“联盟”，重点解决共性技

术和核心技术，研究高产低耗的新品

种、新技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交流平台、产品销售平台，实现科研

机构、产业基地、经营主体的同步整

合，将为我省“农字号”产业资源整合

提供新的途径。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斌）

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

部长李微微在长沙会见了台湾世新

大学校长赖鼎铭一行， 双方就推动

湖南大学和世新大学在学术交流等

项目合作进行了友好交谈。

台湾世新大学由祖籍湖南湘乡

的著名报人、 新闻教育家成舍我先

生于

1956

年创办， 其前身为上世纪

30

年代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目前

已与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等

20

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正式的学术合

作与交流关系。 此次世新大学与湖

南大学将达成一系列框架性合作意

向。

李微微对赖鼎铭一行来湘表示

欢迎， 并介绍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她说，“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的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

文化奇葩 ，出版湘军 、电视湘军 、娱

乐湘军、动漫湘军等享誉全国，创造

了引人注目的“湖南文化现象”。 湖

南目前正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

迈向全国“文化高地”。 希望通过湖

南大学与世新大学的合作这个新平

台，进一步推进湘台两地文化交流。

赖鼎铭表示， 湖南文化底蕴深

厚，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世新大学

将力促双方交流合作计划取得实质

性进展。

省委统战部、 省台办及湖南大

学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土地不可再生， 扩充不是办法， 节约方是途径，

集约才是出路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集约用地，我们唯一的选择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曾晓辉 黄春平 ）

10

月

17

日上午， 在金秋的艳阳下， “杂

交水稻之父”、 省政协副主席袁隆

平为湖南省粮食系统公祭农耕始祖

炎帝神农氏典礼仪式点燃圣火， 来

自全省各市州粮食系统的代表和炎

陵群众千余人， 共同参加和见证了

这个盛典。

炎帝始制耒耜， 发明五谷， 教

民耕种， 是农耕文化的开创者和为

民谋福祉的中华始祖。

10

月

11

日至

17

日是全国 “爱粮节粮宣传周 ”。

今年我国 “世界粮食日 ”、 “世界

消除贫困日 ” 和 “爱粮节粮宣传

周” 活动的主题是 “爱惜粮食， 节

约粮食 ， 杜绝浪费 ， 从我做起 ” 。

值此之际， 我省粮食系统举行缅怀

农耕始祖炎帝祭祀盛典。

随后， 举行了颂唱 《祭炎帝》、

《庆丰收 》 等活动 。 省粮食局局长

夏文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农关

国本， 粮系民生 。 弘扬炎陵功德 ，

心系黎民百姓， 管好粮仓， 是历史

和时代赋予广大粮食工作者的使

命。 我们期盼通过公祭始祖炎帝神

农氏活动， 传承弘扬农耕文化， 促

进粮食产业兴旺发达！”

全国小学语文教学论坛呼吁

营造激发学生

兴趣的魅力课堂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李世峰）第二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论坛

昨天在长沙举行， 来自教育部和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

800

多人参加研讨

并发表长沙宣言， 呼吁改革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

专家们认为，小学是基础，小学语文是

基础的基础。 因此，如何提高语文教学，不仅

事关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更是事关学生整

个学习水平能否提高的关键。长期以来，由于

受传统习惯和经验的影响，语文课堂教学一

味实行“满堂灌”，这样的课堂常常使学生“望

而生畏”， 培养的学生也往往只会死记硬背，

而不知道如何灵活运用；只懂得机械记忆，而

不知道举一反三。专家们认为，所以如此不只

是方法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教育理念问题。课

堂上教师该讲多少，怎么讲等，都值得深入思

考。大家呼吁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也应与时俱

进，树立人本思想，建立人本教学理念，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会上，全国多所知名

小学的语文教师围绕“激发学生兴趣的魅力

课堂”这一主题交流了经验，代表们还现场观

摩了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的语文课堂

教学改革成果。

产业联盟促菌业升级

在快速成长中，我省食用菌这个朝阳产业，创出了“农字号”资源整合

的样本，赢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年产值40亿元，跻身全国十强———

李微微会见台湾客人

台湾世新大学将与湖南大学开展项目合作

“世界粮食日”、“世界消除贫困日”之际

粮食系统公祭炎帝神农氏

10

月

16

日晚， 新田县双碧社区文艺演出队在双碧广场表演地方传统小

调———花灯。 近年， 该县成立各种民间文艺团队

100

多个， 挖掘地方戏曲曲

目

500

多个， 义务演出近

600

场次。 刘岳彬 摄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

军 通讯员 伍玉联 曾妍） 省际交

界地区一旦发生横跨不同辖区的

纠纷， 很容易出现案件管辖权推

诿或争夺； 案件审理、 执行也可

能遭遇其他地区法院不协助的情

况。

10

月

14

日， 来自湘黔渝

3

省市

交界地区三级法院的院长们齐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

就加强交界地区人民法庭建设及

司法协作等问题进行探讨。 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出席会议

并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与会代表建议， 要加强湘黔

渝

3

省市交界法院的司法协作与交

流， 扩大司法协作的范围， 丰富

司法协作的方式， 提高司法协作

的水平。 在司法文书送达、 案件

调查取证、 证据保全、 案件管辖、

案件执行、 区域法律服务等方面，

交界地区法院要加强司法协作 ，

互相提供便利， 重点要加强执行

方面的司法协助， 建立执行联动

机制， 健全交界法院司法救助协

调机制， 切实解决异地困难当事

人及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等。 交

界地区法院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建立交界法院定期交流机制， 互

通审判信息， 共同探讨审判执行

实践中共性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提高案件裁判质量； 建立交界法

院司法信息共享机制， 定期传递

三地法院法律适用规范性文件 、

促进区域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 ；

建立交界法院重大案件、 关联案

件通报制度， 强化对典型案例的

分析利用， 解决审判实践中普遍

性问题。

湘黔渝研讨交界法院司法协作

湖南春华食用菌有限公司杏鲍菇厂房。 通讯员 摄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华晓 欧宗发 田

芙蓉） 为庆祝中科院会同森林生

态实验站建站

50

周年，

10

月

15

日，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中

科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和会同

县委、 县政府在会同举行了隆重

的庆典仪式， 并组织召开亚热带

人工林生态学与碳汇林业发展战

略国际学术研讨会 。 来自美国 、

新西兰及国内的林业专家参加了

会议。

中科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

始建于

1960

年，为全国最早建立的

2

个森林生态实验站之一。多年来，

该站以亚热带杉木人工林为主要

研究对象，开展多学科综合长期定

位研究，目前承担了混交树种间相

互作用机理、 人工林生态管理、人

工林化学生态学等多项国家项目，

为我国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提供了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研讨会上， 专家们分析以往

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前人工林可持续经营亟待

解决的生态学问题， 明确亚热带

人工林今后的发展方向。

亚热带人工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同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