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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一提到“倔强汉子”，湘乡市山枣镇方圆
十里的人都知道，说的是“果木王”刘克斌。

今年62岁的刘克斌， 年轻时对自己的前
途信心满满，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但他偏偏被
命运捉弄，1977年因车祸致3级肢残。

突如其来的打击， 刘克斌的情绪低落到
了极点，一时间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好在有亲
人和朋友的开导、帮助，刘克斌才从痛苦中走
了出来。

“人家说我命苦，但我偏不信这个邪！”倔
强的性格，让刘克斌的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学习果树栽培
技术，先后啃完了近百本农林果木科技书，光
读书笔记就记了40多本，达300多万字。

同时他跑遍了省内外30多家林科院所，
登门拜师求教，到现场学习栽培技术。

经过10多年的艰难探索， 苦心钻研，他
成功掌握了10多种先进的嫁接技术，发表各
类科技论文100多篇，他研制成功的“果树栽
培宜秋季”、“用草木灰防治柑橘潜叶蛾”等栽
培技术，获国家和省农林系统科技成果奖。

刘克斌也因发展果木经济林， 早在上世
纪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果木王”。2009年，
还拿到了高级园艺师的技术职称。

有了业绩，名誉也接踵而来。他先后获得
“全国科普带头人”、“湖南省科普带头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湖南省劳动模范”等
荣誉。

刘克斌做了上万次科学实验， 改良劣质
果园3万多亩。在这个过程中，刘克斌也从一
个农民成长为一名高级农技师。 他的苗木基
地，每年收益有50多万元，成为山枣镇致富

的先锋。
“性格虽然倔强，却有热心肠。”了解刘克

斌的乡亲都这样说。自己富了，不忘乡亲。乡
亲们有困难，他都乐意去帮扶。

2009年秋季的一天，刘克斌在中沙镇授
课时，发现特困户老彭家房屋到处漏水，几件
家具破烂不堪，两个女儿双目失明，除了种几
亩山地，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心情十分沉重，
暗自承诺要帮帮这个苦难家庭。

一个星期内，他3次到老彭家，先后送去
价值6万多元的果树苗木，指导老彭在房前种
满果树，第二年又帮老彭家种了20多亩西瓜，
同时还送了7箱蜜蜂给老彭，不到3年，刘克斌
就帮老彭家过上了好日子。

20多年时间， 刘克斌免费授课100多场，
受训对象上万人次。为农户免费提供果类树苗
700多万株，同时还特意投资300多万元，专门
开辟一片果树林，供200多残疾人经营受益。

致敬劳动者

残肢“扶”树枝 果农成“果王”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乡市山枣镇农民刘克斌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通讯员 朱龙湘 张
晟煜)5月14日上午， 隆回县岩口镇油麻村下
起了倾盆大雨。 该村贫困户马忠良来到刚插
下早稻的田间， 看着雨水顺着田边新修的水
渠流淌， 他高兴地说：“以前落点小雨就淹死
禾，现在再大的雨也不怕了。”

今年62岁的马忠良， 看着中国人寿财险湖
南省分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带来的新变化。一年
前，村里大片大片的旱田杂草丛生，无人打理；一
年后，这些荒地已经变成了药材培育基地。一年
前，268户村民每天都在为喝口干净的水发愁；一

年后，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进了每家每户。
油麻村共有842亩水田、旱地，但全年粮

食产量却不足25万公斤。 农田内涝、 水源污
染、产业匮乏等问题，成为横亘在该村脱贫路
上的“拦路虎”。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
总经理傅天明先后召开10余次专题会议，部
署扶贫攻坚。一年来，该公司通过专项拨款、
争取财政支持、社会众筹等多种方式，累计投
入各类扶贫资金230余万元。

驻村帮扶工作队把钱用在刀刃上： 修建
排洪渠1300余米，彻底解决了农田内涝问题；

修建灌溉渠1380米，解决了260余亩水田灌溉
难题；修建机耕道400余米、推动土地流转100
余亩，提高了农业机械化耕作水平。通过土地
流转经营，引种经济型作物，建立药牡丹种苗
培育基地40余亩、元参种植基地70余亩、烤烟
种植基地60余亩，解决了旱田荒置的问题。今
年来，由于水利条件改善，该村扩种双季稻80
亩，农作物种植面积达800余亩，实现丘丘无
抛荒。今年，该村仅粮食产量就将比去年增加4
万余公斤。驻村帮扶工作队还引来清澈的库区
水，268户村民都喝上了“放心水”。

防范诈骗宣传
5月15日， 郴州市五岭广场， 公安民警向市民宣传防范诈骗知识。 当天， 该市公安局联合工商、 人民银行、 金融证券办、 税务等部门，

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市民群众对传销、 信用卡诈骗、 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李科 摄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李怡霖 李川）5月16日， 记者来到第
四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开幕
式现场———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见开幕式
舞台已完成搭建和布景等工作，26吨重“大
地铜心”也已落座会展中心南广场。

从开幕式主场进入会展中心， 入口
处即“矿晶式”展台，绚丽的灯光显得格
外漂亮。展厅里，各类展位展台布置别具
一格，未开箱的“宝贝”堆得满满的。郴州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
蓉介绍， 会展中心各种特装展位及标展
已搭建完成，中外展商正加紧布展。来自
美、德、澳、加等40多个国家的展商订了
500多个展位， 国外展位比上届增加近

300个。
这届矿博会将展示的世界级矿物宝

石，除了美国时尚矿物的“大地铜心”外，还
有世界顶级碧玺系列、 产自澳大利亚的世
界最大欧泊、 产自云南的世界最大花状方
解石单晶体、产自四川的世界最大海蓝宝、
产自瑶岗仙的世界最大晶体车轮矿等。博
览会将采取“1+3”展馆展示模式，即核心展
馆设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另在郴州高新区
有色金属博物馆、柿竹园矿物晶体博物馆、
地质资源博物馆设分展馆， 规划展览面积
13万平方米，共设国际标准展位2300个，设
有恐龙丹霞迎宾区、精品矿晶区、化石陨石
区、精品宝石区、珠宝玉石区、雅石艺术区、
根雕艺术区等8个展区。

世界瑰宝
26吨重“大地铜心”落座
矿博会共设国际标准展位2300个，中外展商加紧布展

唐爱平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食盐专营制度，
开始全面改革。

国务院日前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明确，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
品价格，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由企
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
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取消食盐准运证，允
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
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由企
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
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

当前，我国食盐专营政策采用“三证管
理、计划管理和政府定价”方式，这导致了
产销矛盾突出、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等行业
弊病。

方案中明确，此次改革是在坚持食盐
专营制度基础上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希望尽可能地释放市场活力 ，鼓励企
业自主经营 、产销一体 ，通过兼并重组等
方式不断做优做强，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
动力。

此次改革方案虽然保留了食盐专营制
度， 但是允许食盐生产企业进入流通和销

售领域，以自有品牌开展跨区域经营，实现
产销一体，将打破地域限制，原有的垄断格
局有望打破。

百味盐为首，盐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改革后食盐价格和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是老百姓最担忧的问题。

民众的担忧有着其合理因素。 专家分
析，盐业体制改革后，受成本、供求以及投
机、心理预期等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食盐
价格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伏波动， 预计
会表现出农村地区价格下行、 城市价格上
行，交通便利地区价格下行、偏远山区价格
上行，低端产品价格下行、高端产品价格上
行，短期内价格下行、长期看价格上行等趋
势。 而极端天气、 供需失衡以及突发因素
等，也会引起食盐市场价格的波动。另外，
按照平常的生活经验看，食盐放开经营后，
也极有可能导致食盐品质的下降。

因此，在放开盐企产销权的同时，一定
要加强对盐业价格及质量的严格监测和监
管，着力健全保持食盐价格稳定的机制，加
快建立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
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 建立健全科学
完善的食盐安全保障体系和市场稳定应急
机制，加强食盐安全监管。

谈经论市

百味盐为先 放权别放任

脱贫攻坚奔小康

打掉脱贫路上的“拦路虎”

丘丘良田无抛荒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自5月6日载客试运营以来， 长沙磁浮快
线“生意火爆”。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5
月6日至15日， 累计客流量达到55856人
次。

从客流分布表看，除5月9日（周一）客
流量为4424人次外， 其他运营日的日均客
流量均超过5000人次， 其中单日最高为5
月14日（周六）6679人次。周六周日客流呈
明显攀升态势， 说明普通旅客之外还叠加
了不少观光人群。

从磁浮高铁站、磁浮 梨站、磁浮机场
站进出站客流数据看， 磁浮高铁站荣登三

站“人气王” 宝座， 单日进站人数基本在
2500人次以上；磁浮机场站次之，磁浮 梨
站居末尾。 这说明长沙磁浮快线作为高铁
长沙南站与黄花国际机场之间的一条“摆
渡线”， 正成为不少赶航班出行人士的首
选。

长沙磁浮快线是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
商业运营示范线、 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
浮商业运营线，项目全长18.55公里，耗时
约20分钟。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介绍，从试运营10日反映的情况看，不少
乘客弄错了长沙磁浮快线运营时间。 目前
为上午9时至下午6时。 还请各位乘客了解
熟知，以免耽误换乘。

试运营10日，载客逾5.5万
长沙磁浮快线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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