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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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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博览会在长沙
举行，展会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色农产
品实力“抢镜”，深受全国各地采购商追捧。

展会上，湘西展团的“黛勾黛丫”古丈毛
尖、“果王”猕猴桃饮料荣获第十六届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产品金奖； 洗车河刘大姐霉豆腐、摆

手堂酒、“神凤牌”湘西黄金茶、“苗外婆”榨菜
系列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产
品金奖。

近年来，自治州涌现出一批“站得稳、叫得
响、传得广”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全州特色农产品实现品牌化运营。全州处
于有效期内的“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达 100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面积 28 万余亩，总

产值 47 亿余元，均创历史新高。其中，2018 年
新获“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51 个。 全州拥有中
国驰名商标 3 个，湖南省名牌产品 3 个，成功
申报“中国黄金茶之乡”。 果甜茶香，销售市场
也实现多元化发展。

2 月 14 日，“全省电商企业湘西行” 考察
团来到保靖县，与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等进
行对接洽谈，现场签订协议 9 个，今年协议销
售湘西柑橘、 猕猴桃 5 万吨， 销售额约 3500
万元。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入“快车道”，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成为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的增长极。

在打造美丽乡村时， 自治州通过产业创
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
等“五大创新”来推动实现。 达到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品牌兴农。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 以产业发展为龙头，
让乡村跟上发展步伐， 成为湘西亮点和底色。
这正是叶红专多次强调的“着力推进乡村振
兴，提升美丽湘西颜值”的生动实现。“六大行
动” 一直贯穿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规
划引领彰显布局美、 综合整治彰显环境美、发
展产业彰显生活美、 文化教化彰显风尚美，确
保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

天时地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湘西机场、黔
张常铁路、张吉怀高铁等一大批大通道项目加快
建设。湘西迎来了高速时代，即将迈入高铁、航空
时代，有效破解了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

从此，这里天不再高，路不再远，一日千
里；如今，这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日新月异。

绿色的湘西花满园，彩色的湘西金满地。
苗家大鼓与土家摆手长歌在山水间交响，古朴
典雅而又清秀如初的湘西，更迷人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打造绿色产品大庄园

柏 润

春山如黛，蓓蕾初绽。
时光回流， 山为灵魂水为血脉的湘

西，“美得让人心痛”， 亦 “穷得让人揪
心”。

忽如一夜春风来， 突围 “美丽的贫
困”号角从前方传来。

自治州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的首倡地， 撸起袖子加油干是
唯一出路。

近年来，全州牢守“绿色底线”、写活
“绿色文章”、做强“绿色经济”，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产业风生水起。

几年弹指一挥间，敢教日月换新天。
2018 年 ， 全 州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36.7 亿元，同比增长 3.6%；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9183 元 ， 同比增长
11%，增幅居全省前列。

正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
记叶红专所说，“打造绿色农业， 发展绿
色食品，就是要告别粗放式生产，从追求
数量转向讲求质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良田沃土就是稻米满仓’的理
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如今，绿色已
成为美丽湘西的主元素、主色调，自治州
大庄园美而富———

春已暖，花正开。 汽车奔驰在自治州干净
整齐的农村公路上，两旁黄色织锦般绚烂的油
菜花摇曳在村民们的笑脸旁，整修的山塘护坡
披上了一层绿色的新装，成片的瓜果苗木镶嵌
在青山绿水之间，勾勒出一幅多彩的闹春图。

“一村一品、一村一业”，行走在湘西，你会
发现村村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业， 花卉苗
木、水果、蔬菜等现代农业五彩斑斓，生态旅游
引领旅游产业人气看涨。自治州美丽湘西办负
责人向我们介绍：“自治州盛产两茶两果，其中
红心猕猴桃远销港澳， 柑橘则出口俄罗斯、东
南亚地区。‘湘西味道’不仅带动广大农户脱贫
致富，还能让世界‘触摸湘西’。 ”负责人透露，
到 2020 年， 特色农业力争达到 400 万亩，届
时每一个湘西农民都会有一亩以上的特色产
业，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一路向南，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凤凰县菖蒲
塘村脱贫情况，现在如何了？ 廖家桥镇党委副
书记白开文告诉我们，走进菖蒲塘村，你就能
感觉到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这里已率先
脱贫，并成为全国可复制的精准扶贫标杆。 如
今，村里的蜜柚、猕猴桃等产业种植面积已达
4000 亩，每年来旅游的游客近 30 万人。 尤其
是周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产品种植合作
社等驻村企业的建立，使这里人均年收入比 5
年前翻了近 10 倍，单个家庭年收入最高逾 10
万元。

在永顺县场坪村，原本占据山头的简陋民
居已消失不见，代之以一座座墙壁上彩绘有各
种本地特色农产品风景的大庄园，欧式吊椅和
小咖啡桌点缀在树荫绿草间，一派悠闲。 永顺
县美丽湘西办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该村成立了
多彩水果合作社，仅葡萄一项就多达十几个品
种，村民自主研发的夏黑、黑娃、阳光玫瑰葡
萄，未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不远处，3 月的高坪村隐匿在连绵几座山
丘的猕猴桃园里，一栋栋独具土家建筑风格的
民居点缀其间。 村在园中、房在景中、人在画
中。 高坪村是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乡
村美起来的？“龙头抬起来，产业旺起来。”高坪
村村主任彭彪清告诉我们，近年来，高坪村引
进龙头企业，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打造万亩
山地现代农业示范园， 推行园区精品种植、黑
猪循环养殖、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入股分红、合
作社运作“4+1”产业扶贫模式，实现园区户
户都有当家产业，全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能入股分红。

产业发展融合，力促兴业富民生活美。 叶
红专说，近年来，自治州坚持在“专而特”上下
功夫，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了以生态
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特色农业为基础、新型工
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今后几年，自治州
要以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845”计划、
实施工业提质增效“151”计划、全域旅游为抓
手，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为底， 枝头上的甜蜜事业越来越红
火。

整齐划一的烟田，蔚然成林的果园，水库
里鳞光闪闪、 水美鱼肥……曾经的一个个贫
困村变了，似天翻地覆。

似乎，一夜之间，一个个美丽乡村从湘西
大地上冒了出来，充满了生机和力量。

从吉首顺 S229 往北，山谷间一排排依山
势而蜿蜒的苗族民居展现眼前， 这里就是古
丈的牛角山村。 海拔 800 多米的牛角山村，万
亩茶园，成块成梯，错落有致，与牛角山的奇
景相映成趣。

因茶而兴，因茶致富。 这里农家乐、茶厂、
养殖场如春花般竞相绽放。 牛角山村村主任
龙庭万介绍， 现在村里有近 10 家村办企业，
仅茶叶销售年收入就有 1600 多万元；游客纷
至沓来，去年累计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收入
2000 多万元。

自治州现有茶园 39.77 万亩，产量 10089
吨，产值 20.19 亿元。近年来，全州农业特色产
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通过实施农业特色
产业提质增效“845”计划，茶叶、油茶、柑橘、
猕猴桃、中药材（含百合）、烟叶、蔬菜和以湘
西黄牛、 湘西黑猪为主的特色养殖等现代农
业特色产业实现适度规模化发展。

绿色为底， 产业扶贫走出稳定长久脱贫
的新路子。 全州 2/3 以上贫困人口通过产业
带动实现增收脱贫， 走出了一条具有湘西特
色的产业扶贫之路。

据统计，近年来，全州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14.8 亿元， 实施重点产业扶贫项目 38 个，带
动 7970 户贫困户 30508 人实现发展产业脱
贫；开展农技联村服务，除“千企帮千村”外，
开展千名农技干部联村入户精准帮扶， 开展
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和科技服务，受益贫困群
众达 30.47 万人次；持续深化“4331”合作计
划，加快 4 个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建设；大项
目建设实施到位，15 个美丽乡村创建村实施
项目 110 个，总投资 15786.1 万元。

与此同时，全州产业融合加快发展，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 913 万人，完成营业收入 12 亿
元。

什么是“美丽”经济？ 到“自治州第一村”
———马王溪村你就明白了。 在如诗如画的七
彩花海里， 做陶艺、 品葡萄， 快乐无限蔓延
……近年来， 泸溪县美丽湘西办根据泸溪特
色，结合县“一核两带三圈”全域旅游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马王溪村已
成为乡村旅游的“领头雁”，带动了都岐村、新
寨坪村等乡村旅游的崛起。

“这只是美丽湘西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
2017 年全州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 成功创
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600 个，精品村 203 个，从
示范村到精品村再到建成最美乡村， 推进乡
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自治州美丽湘
西办负责人高兴地向我们述说， 一定要做让
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的美丽乡村，让农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绿色

绿 色 产 业 托起百姓新梦想

绿 色 底 线 稳定致富新路子

绿 色 经 济 振兴美丽新湘西

茶乡春来早，茶树吐新绿。 古丈县万亩茶文化主题公园内，茶农们正忙着采摘早茶。 （古丈县茶叶局提供）

凤凰菖蒲
塘村柚子喜获
丰收。 （凤凰县
美丽办提供）

� 百合是龙山县的支柱产业， 产销
均居全国第一。 图为龙山县百合基地。

(龙山美丽办提供）

泸溪马
王溪村七彩
果 园 和 民
宿。 （泸溪美
丽办提供）

永顺猕猴
桃种植户采摘
猕猴桃。 （永顺
县美丽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