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玉冰）统一的
服装，青春靓丽的身影，中英文
双语服务，在农博会期间，长沙
市天心区8支青年志愿服务队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天心区太平街志愿服务点，
湖南商学院大三学生丁梦麟正
在为3位从阿拉伯赶来参加农博
会的客人推介长沙。 娴熟的口
语，热情的服务，让3位客人非常
满意。

10月31日至11月5日农博
会期间， 为更好地推介长沙，推
介农博会，共青团天心区委从各
大高校招募了20多位形象气质
好，会双语交流的志愿者，在人
流量大的步行街、坡子街和太平
街设置了志愿服务
点， 为前来参加农
博会以及想去农博
会现场的外地客
人、 市民朋友提供
服务和帮助。

“大爷，这是农博会的示意
图， 有12个展区， 除了有国内
特产外，还有来自泰国、印度等
国的农产品，坐地铁2号线，在
光达站下车后就到了。”在坡子
街志愿服务点， 来自湖南中医
药大学的潘金萍1个小时不到
就为十几位市民提供了服务。
1天忙下来，虽然累，潘金萍却
说：“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开心。”

“在农博会期间，每天都有
大量的客人来‘五一商圈’打卡，
所以我们就组织了8个志愿服务
点，既为客人服务，展示我们天
心形象，也为市民服务，为农博
会贡献力量。” 共青团天心区委
书记周钰沂说。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严万
达 黄柳英 )今天上午，永州市
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 (湖
南 )农业博览会上，以“湘江源
头，绿色味道”为品牌口号，推介
了永州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永
州之野” 优质农产品100多个。
“永州之野” 是湖南省首个市级
全品类农业公用品牌。

近年来， 永州市围绕打造
“粤港澳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
地”这一目标，坚持用品牌战略
来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永州之
野”农业公用品牌秉承“生态、
安全、健康”理念，以“永州之
野、纯天然产品”为主题定位，
以“一县一特”产业为主导，以

粮油、畜禽、果蔬、竹木、烤烟、
茶叶、 药材七大优势产业为支
撑，融合了“山水之野、文化之
野、物产之野、品质之野、味道
之野”五大价值体系，覆盖永州
全市域、全品类、全产业链。到
2020年，基本形成以“永州之
野”公用品牌为引领、若干子品
牌共同构成的永州农产品品牌
体系， 实现品牌产品年销售额
突破300亿元。

推介会还举办了“永州之
野”农产品的购销签约和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仪式， 共有4家大型
商业企业与永州市3家企业 (商
会 ) 签订了25.2亿元的购销协
议，签约项目15个，签约总金额
达151.8亿元。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11月3日 星期六
要闻 04

!" !#$%&'()*+,-
./01 !"234567896:
;<=>?@ABCDEFGHI
J$KLMFNOPQRSTTTUV
WCXYZ@[\S]^ _`abE
05cd+efg6h&MCXY
Zij@%klm@6nopqr^
_s`0bc+tuvf0wx@
%kyz{|^

abc+tuvf0wx}~
*+���,-1b@�0���
���,05@��l�8�t�
���� :;��c+tuvf0
wx����05��������
�� @cd+etuv^ #"$% "�
�� �¡¢£ &�@�,c+tu
v�¤�%¥�f0wx¦§¨©ª
«¬,-fgf0?®l�®�
'($) "©¯°,-fgf0?
®±�®^

!"#$! %#&'()*+
,-./01

c+tuvf4²905A�
³´050µ¶·l�� ¸¹�*(

º���(( º� 05�»£¼½v@
l��i¾¿ !+ �ÀÁp�ÂÃ¿
,( �ÀvÄÅ�ÆÇª«¬c+t
uvÈÉÀvÊË # Ì� ÆÇc+
�ÍÎ£¼ÊËvÏ -. Ð8f0
ÑÒÊË ..#!# �$ÓÔ¿f0Õ
Ö× Æ?ª«¬c+tuv34Ø
\vÙ . Ð$ ÚÛÊËÜÝbÕÞ
458ßà0µáiâ^

2345!6%"789#:9
./;<

�¤���`ãäåäæ�vÕ
vÞ�bÕbÞ�tu¦§¤��^
çè£¼Ø\�ijäåäæ���
vÕvÞéê@tuf0¶·�¦
ëvÙìí^ #/-% " + #�¬îï
ðñòóL�abc+ôõö÷4
@vÙ� ø0bc+fgvÙ�ù
¿�úû�^üý�0bçèbÕþ
ÿ!"�,-#$�%&'(�)*
'(fg¤EÁp´Î+� ,-b
ÞÆÇ./à012�CXYZ�3
4567�ª«689:7�;<ð
1� -% �bÞ¦§f0�S�ij

�bÕbÞ�t¦���@¦§f0
¶·^

=>23! ?@A&'9BC
DEF

Æ}z�Á-f4=Ñ>7�
Á-f4=?>4� c+f4¢@
01Ãú� ¦ëc+vAÁ-fg
@Bü^'0b6îC]�Æ}6î
ðñ¢@c+6h&� 6îî7D
Oc+v÷4@Ãú� çèc+E
IÙ���6îî78h&ðñå
c+v�c+f4å6v�EF^

0bGH#IJK� ÈÉbL
�ijc+EIÙ� 05cdtu
MNOPQR^ 05SS:;or
Ý6>TUV� WX96YHð0
5ZMb5@ )*0!1,å^ 05[
\¬],åcd+eM^�_`©
® .' ak^ bA '/$% "cddü
0©Oª«¬ÀHI_`%�®�
'/$) "05[\c+tuv´e
�_`©O%�®^ Àfg�Mh
å¨ i© '/$% "j¯E05Àf
gjk±�®^ !! "" ##$%&#

!"#$ %&'()*+,-./&'01

打造一流农业盛会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农交会”上，各种各样的食用油琳琅满目。号称
油中“软黄金”的茶油，尤其受人青睐。

在全国油茶产业版图中，湖南稳坐头把交椅。江
西、广西等油茶主产省区，近年来发展加快，在“农交
会”上加大推介茶油新产品。国外橄榄油也来参展。

对比橄榄油，茶油品质不输，有些营养指标甚至
更好。但从产业化程度来看，茶油产业远远不及橄榄
油产业。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湖南油茶如何降成本、打
品牌、拓销路？省内业界在家门口“打擂台”，思考油
茶产业发展对策，积极探寻产业做强的路径。

茶油号称“软黄金”，天下茶油看湖南

油茶是常绿小乔木，适宜在微酸性红壤中生长，
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各省区。

从全球来看，油茶90%以上产在中国；而国内茶
油，湖南占了近一半。据省林业局统计，截至2017年
底，全省油茶林总面积达2092万亩，茶油年产量29.1
万吨，年产值350亿元，分别占全国的33.3%、44.2%、
45.6%，因此有“世界油茶看中国，中国油茶看湖南”
之说。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把油茶作为山区农民
脱贫的“铁杆庄稼”，大力扶持油茶产业发展。今年，
省里又将油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六大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着力打造“湖南茶油”公用品牌。

“可以说，湖南发展油茶产业，占有诸多优势。”
省林业局局长胡长清在推介会上说， 湖南广布酸性
红壤，适宜油茶生长；湖南还拥有油茶科研优势，省
内有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陈永忠
博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奋力攻关， 筛选出油茶优良品
种34个，平均亩产茶油达到50公斤以上，全省打造了
衡阳等7个区域油茶产业集群。

在农交会农产品品牌推介会上， 湖南油茶引起
热议：消费如何升级？过去，人们消费的是动物油、草
本油；未来，将朝着木本油、有机油升级，油茶将是首
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油茶也是很好的着力

点。油茶树生长于丘陵山区，远离工业污染源，茶油
自然是令人放心的有机木本油。据科研人员介绍，茶
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比橄榄油高出6个百
分点；油酸含量为74%-87%，居天然植物油之冠，因
此茶油具有“吃油不长油、长智不长脂、防病又去
病”的良好口碑。

可以说， 湖南茶油是绿色的象征， 是健康的向
导。农交会上，衡阳、邵阳、怀化、永州等油茶主产市
都推出了不同品牌的高档茶油， 很快成为了各路客
商和广大市民眼中的“抢手货”。

做强油茶产业，仍然面临3大坎

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永忠坦
言，湖南油茶规模在全国第一，但在国际上与橄榄油
产业差距还很大。湖南要做强油茶产业，仍然面临三
道坎：一是成本如何降，二是品牌如何响，三是销路
如何拓。

目前市面上的品牌纯茶油， 售价一般为每公斤
200元。这对多数家庭而言，显然有点“吃不消”。然
而，消费者觉得贵，生产者也有苦衷：不算营销、品牌
推广等费用，单是产出茶籽榨出茶油，成本就达到了
每公斤100元左右。陈永忠认为，油茶降成本，关键靠
科技。例如，推广良种提高油茶亩产量，降低单位成
本；在采摘、脱壳、压榨等环节，大力推广机械化作
业，降低人工成本。

西班牙的橄榄油品牌响彻全球， 湖南茶油品
牌“散、小、弱”。陈永忠介绍，湖南正在打造“湖南
茶油”省级公用品牌，已出台统一的标准。如果持
之以恒加强监督，杜绝鱼龙混杂，“湖南茶油”肯定
能叫响。

湖南茶油的市场，显然在“北上广深”以及香港、
澳门等消费水平高的大城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这些城市中的营销成本太高。 一些国际大品牌的产
品销售，在这些城市中也是连年亏损的，但他们可以
通过在全国其他地区的盈利来弥补。 陈永忠告诉记
者， 湖南茶油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国际大品牌企业那
样的能力，要打开销路、扩大影响，还是需要政府助
一臂之力，比如，引导、扶持湖南茶油企业与大城市
的商超开展长期合作。

多方发力破瓶颈 ，让 “湖南茶油 ”
香飘天下

面对制约瓶颈，湖南茶油需多方发力，早日走出
湖南、香飘天下。

首先要破的还是成本高的瓶颈。 油茶树栽在山
上，采摘油茶果要上山爬树，劳动强度很大。此外，加
上晒干、剥壳，以及平时抚育，一亩油茶林单是产出
油茶籽就要6至8个工日。

记者在农交会采访时了解到， 省内油茶企业千方
百计降成本。永州等地在新造的油茶林里铺上塑料网，
等待油茶“瓜熟蒂落”，极大地降低了采摘成本；省林科
院研发出新机械， 实现机械去壳； 大三湘公司研发出

“鲜果榨鲜油”技术……这些措施，如果能进一步“组装
配合”，必定能打破茶油成本高这个瓶颈。

第二要破油茶品牌“散、小、弱”的瓶颈。我国食用油
市场份额50%以上被“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知名
品牌占据，茶油消费量仅占1.17%。这不足2%的市场份
额还是由全国几千家油茶企业、 众多茶油品牌共同占
据，整个茶油市场份额微小且品牌集中度极低。

正因为如此，湖南作为“茶油第一省”，近年来高
度重视品牌建设。一是打造公用品牌。省油茶产业协
会、龙头企业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联合
创建了“湖南茶油”公用品牌，计划通过多年努力，提
升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培育企业品牌。
我省茶油企业中，已培育出大三湘、山润、贵太太、林
之神等一批颇具影响的茶油品牌， 政府加大扶持力
度，舞活龙头带动产业链。

第三要破油茶销路窄的瓶颈。 省林业局茶油办
主任邓绍宏说，湖南是茶油生产大省，拓市场要盯紧
大城市高端消费群体。 湖南茶油迫切需要外向型销
售渠道，如果仅靠一厂一店去外地开拓市场，财力、
能力可能都不济。

在今年8月中旬举办的香港美食博览会上，省政
府组织湖南油茶企业抱团，与当地商会、知名餐饮企
业衔接，力推湖南茶油进港澳。今年10月底，省林业
局又邀请香港客商和媒体代表来到湖南， 共商如何
打通湖南茶油进港通道。 耒阳一位油茶企业负责人
称：“希望这样牵线搭桥的活动更多、更实一些，助推
湖南茶油行销天下、香飘四海。”

做强油茶产业要过3道坎
———“农交会”“农博会”观察之二

� � � �湖南首个农业公用品牌“永州之野”
亮相农博会

永州农业升级
打出一手“好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可算找到你们展位了。今
年怎么没有猪后腿肉了？”

“今年我们备的货不多。您
看一下香肠不？最新的产品。”

“我连续5年都‘追’着你们
买，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

11月1日，在农博会品牌农
业馆湖南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展位，市民李菊华和唐人神
销售人员如此对话。

唐人神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阳贵华笑着说：“参展20年，公
司收获了固定‘粉丝’。同样，农
博会也收获了我们公司这样的
忠实‘粉丝’。”

从 1999年农博会首届开
锣，到今年举办第二十届，唐人
神每年都参加。阳贵华回忆，彼
时， 唐人神正处于向肉品类转
型的阶段，“那年 , 我们的展位
和湖南行业翘楚排在一排，这

无形中提升了我们的品牌价
值。”

“20年来一直参展，是出于
什么考虑？”记者好奇地问。

“当初，我们需要农博会这
样优质平台推介自身。 慢慢的，
在农博会我们也培育了自己的
客户群体，每年参展像是跟客户
赴约。我们是伴随着农博会成长
的，对农博会有一种情结！”阳贵
华说，现在参展目的更多是想展
示新品。今年，他们带来了上品
猪肉和儿童香肠。为回馈参展市
民群众， 还提供了部分特价产
品。

“销量如何？”记者问。
“印象较深的是2016年，我

们5天时间现场销售额达300余
万元， 当场还与6家国内大企业
达成了合作。 今年情况嘛———”
阳贵华顿了顿，指了指身后排着
长队付款的消费者，“来势还不
错！”

“参展20年，
收获了固定‘粉丝’”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欧阳
倩） 左侧存放当季新鲜稻谷，右
侧是操作屏幕。点击大屏，选择
大米品种，设定购买斤数并完成
支付后，不到3分钟，左侧的稻谷
就“脱掉”稻壳，变成大米从机器
下部推出。在今天农博会特色品
牌展区，由中硕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化碾米
机，吸引了不少市民。

智能化碾米机外形与自动
售货机相似。 市民童国庆咨询：
“我要25公斤大米， 这台机器也
能打出来吗？” 该公司负责人张
先福笑道：“您别看机器小，我们
每天配送了225公斤稻谷，能打
出150公斤大米。” 童国庆围着

智能碾米机转了一圈,说：“那你
们碾出来的稻壳呢？”张先福说：
“稻壳会作为肥料回收。”

据介绍，现碾米是相对于精
米而言的。当前我国大米大多采
用“精米流通”的方式，即由加工
厂把稻谷在工厂中直接碾磨成
精白米。张先福介绍：“精米流通
方式的弊端在于不透明，有些不
良商家甚至将陈大米打磨、抛
光、上油、打蜡后销售。现碾米的
原材料和制作过程消费者都能
看到，消费者更放心。”

目前,这款智能碾米机已经
在常德市多个社区试点投放。今
年底将进驻长沙市场，为市民提
供24小时的自助碾米服务。

自助“鲜米仓”
将进驻长沙

青年志愿服务
为农博会“添色”

1982年11月12日下午7时 ，零
陵地区 （现永州市 ）公安局城南派出
所民警龚秋光获悉 ： 服刑人员熊某
从白泥湖劳改农场逃跑回来 ， 正在
中山路22号理发店里。 龚秋光接警
后立马赶到理发店 ， 牛高马大的熊
某看见龚秋光后 ，拔腿便跑 。在一个
小巷里 ， 龚秋光追上逃犯 ， 一个猛
扑 ，抱住其腰 。 熊某负隅顽抗 ，双手
挟住龚秋光的头 ， 张开嘴巴咬住了
龚的左耳 。龚秋光忍着揪心的剧痛 ，
死死地用头顶住逃犯满是鲜血的下
巴 ，令其动弹不得 。 不一会 ，战友闻
讯赶来 ，才把熊某拷住 。而此时 ，龚
秋光已几近虚脱 。 战友们用塑料袋
盛着他被咬下的耳朵送到医院时 ，
因时间过长已经坏死 ， 龚秋光左耳
从此只剩二分之一 。 从警近40年 ，
龚秋光多次受伤 ，4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多次获记功、嘉奖、评先。1997年
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
1998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
劳动奖章 ；1999年被公安部授予共
和国之盾称号 ；2000年 4月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漫画/刘谦 方勇

■编者按：

为有英雄多壮志，热血为民写春秋 。多年来 ，
在湖南公安队伍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人物、英雄故事。前不久，长沙李自健美术馆举办

了一场名为 《永恒的瞬间———改革开放40年湖南
公安英雄壮举摄影再现 》的摄影作品展 ，在社会
上激起热烈反响 。展览用 “情景再现 ”的艺术形
式，生动还原了19名公安英模的壮举 ，直击心灵 ，
令人震撼。

为进一步弘扬公安英雄的事迹， 本报特开辟
《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栏目，组织
漫画作者，将19个英雄瞬间用新闻漫画的形式进行
再创作———希望通过这种跨界的艺术形式创新 ，
让英雄故事呈现别样的精彩。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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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龚秋光，1954年出生，
中共党员，1978年从警， 时
任零陵地区（现永州市）公
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现已
退休。 方勇 画

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