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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硬任务是什么
———解读2019年湖南省委一号文件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3月25日， 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
新闻发布会，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冬贵发
布了2019年湖南省委一号文件有关情况。

文件的主题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要求，做好“三农”工作。贯彻落实这一主题，
需要完成的硬任务是什么？陈冬贵对此进行
了解读。

这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文件重点部署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和县域精深加工、 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发展，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
村车间。 二是打造特色优势千亿产业， 力争到
2020年全省茶叶、水果、水产全产业链产值分
别突破800亿元， 中药材产业突破500亿元，油
茶、油菜、南竹产业分别接近500亿元。三是大
力实施以品牌强农为引领的“六大强农”行动，
今年将新增打造1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 重点
支持4个片区品牌和20个“一县一特”品牌，推
进“四带八片五十六基地”建设，促进农村三产
深度融合发展。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文件提出，开展“一拆二改三清四化”行动，落
实农村“空心房”整治，改厕、改圈，清理生活
垃圾、沟渠塘坝、畜禽粪污等废弃物，统筹做
好农村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等工作。启动实
施“千村美丽、万村整治”工程，开展“一市十
县百镇”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创建。

为了确保工作顺利推进，省委、省政府将
包括新建（改造）100万户以上农村户用卫生
厕所等4项直接涉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工
作，纳入了今年12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树立
了鲜明导向。

这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湖南作
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扛起保障粮
食安全的责任。文件提出，今年要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7000万亩、 总产量稳定在
600亿斤左右。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按照“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生态友好”标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确
保今明两年每年建成高标准农田364万亩，
到2020年累计建成3316万亩。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宝。 文件围绕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能，对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健全农业支持保护机制
等作了部署安排。 特别是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提出了明确目标，要求2019年全面完成农
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基本完成集体成员
身份确认主体工作任务， 加快推进股份合作制
改革。

■编者按
三湘四水风帆劲，开放崛起新征程。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开幕已进入百日倒计时，

2019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洽谈周开幕在即，为给这两场即将启幕的“经贸大戏”营造浓厚的氛
围，进一步推动开放崛起战略向纵深实施，加快开放强省建设步伐，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开放崛起
新征程”系列报道，倾听春天里三湘大地澎湃的开放潮声。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可庭）今天14时，50吨从加拿大
运来的波士顿龙虾， 结束17个小时的空中
旅途，抵达长沙黄花综保区，在暂养车间短
暂休息后，将继续赶往全国，奔赴海鲜爱好
者的餐桌。

目前，长沙黄花综保区已吸引10余家
海鲜贸易企业落户， 开通全货机航线4条，
可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多达40
余品类的海鲜产品。据统计，综保区每周海
鲜进口量超400吨。 长沙黄花综保区正在

着力打造“海洋小镇”，形成辐射中西部乃至
全国的集散中心。

由于海鲜产品的特殊性， 在运抵综保区
冷链仓库后需马上分拣和暂养。 在黄花综保
区，记者看到，年年有鱼集团建设了12组暂养
系统，每组系统可养8吨龙虾。暂养系统模拟
大西洋的深海环境，内设珊瑚石、海洋生物填
料，人工配制海水通过冷库制冷和水质净化，
并配置有喷泉头喷淋。在这里，龙虾可以生存
1个月左右。得益于便捷的物流，综保区的新
鲜海鲜市场辐射很广，除了分销至武汉、上海

等地外，还和长沙马王堆生鲜市场、新长福、
徐记海鲜、盒马生鲜等建立合作。年年有鱼
集团湖南公司生产运营总监陈亚泉介绍，公
司计划整合全球高端海产资源，在长沙建设
全球海鲜集散中心暨海洋小镇，让全球海鲜
都能在海洋小镇集中亮相。

长沙黄花综保区负责人表示，综保区将
充分利用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等口岸优势，大力引进与发展进口海鲜产
业， 力争形成具有口岸特色的产业集群，形
成辐射中西部乃至全国集散中心。

10余家海鲜贸易企业落户

长沙“海洋小镇”辐射全国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黄婷婷）
今天， 记者走进位于益阳的湖南艾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在10余年的老厂房内，15
台全新智能生产装备正在飞速运转， 生产
的铝电解电容器， 有30%将出口到世界各
地，成为电源、照明、荧光节能灯等产品的
核心部件。

艾华集团董事长艾立华介绍，使用智能
化生产设备后，企业产能迅速扩大；同时可

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持续扩大出口，占领
更大的全球市场。 这些智能装备已试生产8个
月，运行情况良好，今年将投入100条智能生产
线，预计3年内将全面淘汰厂内老生产线。

据了解，过去一条铝电解电容器生产线，
需要10余台机器共同作业。 经过5年自主研
发，艾华集团将10余台机器的工序集结在一
台装备上。一台智能生产装备，便是一条生产
线。老生产线需要3天生产的产品，现在缩短

为6个小时，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极大节
约了场地和人力成本。

艾华集团的铝电解电容器年产能为100
亿支，是全球产能最大的铝电解电容器制造
商，产品在耐高温、耐高纹波、长寿命、高频
低阻、阻燃、缩体等技术上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服务于德国欧司朗、荷兰飞利浦、日本松
下和中国中车、华为、格力等国内外500余家
知名企业。

用智能生产“照亮”世界
艾华集团今年投入100条智能生产线，持续扩大出口份额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黄婷婷）
将企业“引进来”，不仅是承接其生产线，更
要让企业把总部迁过来， 在当地生产出有
底气“走出去”的高端产品。

3月25日， 记者来到位于益阳的奥士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在10年前投产
的一期厂房旁看到， 占地200亩的科技园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奥士康党委书记周光华告诉记者，企
业2008年开始在益阳投资建厂，将总部从

广东惠州转移到益阳；同时，还带来了核心技
术和160余名高级研发人员。2018年，企业动
工建设科技园，以更智能的生产线，研发生产
更为“高精尖”的产品，项目预计2020年建成
投产。

在已实现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的二期
厂房，一整排镭射打孔机正在自动作业，给印
制电路板打孔。打好孔的成品上，密密麻麻分
布着大小不一的圆孔。技术人员介绍，最小的
孔比头发丝还细。

据了解，奥士康生产的印制电路板是电
子元器件的“母板”，支撑着所有芯片等精细
部件安装，广泛运用于手机、电脑等智能设
备和汽车电子、 数据运算及存储等领域，对
精度、密度和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

目前，奥士康生产的印制电路板主要出
口日韩和东南亚，是华硕、戴尔等企业的供
应商，也是三星集团在中国地区唯一的合作
伙伴，2018年出口额达1.4亿美元， 比上年出
口增长30%。

把总部引进来 让产品走出去
奥士康瞄准“高精尖”印制电路板，供应三星、戴尔等著名企业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文件
提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并明确2019年实现6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

围绕如期实现目标， 全省将主攻贫困县
脱贫摘帽，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特别聚焦贫困群众持续增收难题，要求深
入落实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十条意
见”，其中，围绕产业扶贫，持续推进“千企帮
千村”行动，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贫困
地区建基地、 联农户， 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推动结对帮扶村中“一村一品”专业村占
比达到50%以上。

开放崛起
新征程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总
部在长沙的香港上市企业澳优乳业， 近日发
布2018年业绩公告。去年澳优乳业销售收入
达53.9亿元，同比增长约37.3%；实现归属于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5.82亿元， 同比大幅增

长约88.7%。
去年， 澳优自有品牌奶粉业务稳步提升，

实现收入约44.0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该项收
入占澳优总收入达81.6%。据统计，澳优自有品
牌奶粉业务近3年复合年增长率约40.2%。

有机奶粉就是澳优差异化发展战略的
尖刀产品之一， 已经成为澳优重要增长点，
2018年销售增长约87.9%。 通过加大海内外
市场布局， 公司营养品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80.7%，也成为公司业务增长的重要力量。

2018年， 澳优不断完善全球化布局，先
后收购了多家公司股份，并建成国内智能工
厂和新西兰工厂，产能及营运效率进一步提
升。截至目前，澳优已在全球拥有10家工厂，
实现了从上游到终端的全产业链自控。

本土乳企强势增长
澳优乳业全球拥有10家工厂， 去年销售额超53亿元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王文 ）公租
房被转租经营麻将房、 房产中介捏造散布虚
假信息、 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房源信息……针
对当前长沙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新情况、 新问
题， 长沙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起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房地产市场执法“迅雷行动”。

今天上午，执法人员分头对58同城、搜房
网等网络平台相关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经查，
58集团旗下具有房产发布功能的58同城、安
居客、赶集网等3个平台，均不同程度存在房
源信息把关不严的问题，58集团长沙分公司
的真房源内控制度机制还不完善。 平台存在
房源信息夸大宣传、 发布不能交易房源等问
题。搜房网长沙分公司等平台，存在新房和二
手房房源信息审核把关不严， 对经纪人发布
房源端口审核制度未落实等问题。 执法人员
现场责令限期改正， 要求迅速清查平台发布
的所有房产信息，自查自纠，立即下架不合规
不合法信息。

该局负责人表示，本次执法行动为期2个

月，将对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网
络信息发布平台和公共租赁住房转租经营违
规行为进行专项检查， 严查房地产中介机构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径，
捏造、 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和夸大宣传诱导
消费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查网络平
台在刊发房地产买卖信息中存在把关不严的
问题， 严查房地产经纪机构代理销售小产权
房屋、销售禁止交易的房屋、为交易不能交易
的房屋提供便利的行为。一经查实，责令限期
改正， 对其行为进行媒体曝光， 记入信用档
案。

凡发现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
性质、用途，以及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的，由
住房保障主管职能部门按照国家住建部令第
11号《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和《长沙市公
共租赁住房后续管理实施细则》，依法依规查
处。 对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长沙启动房地产市场执法“迅雷行动”
严查公租房转租经营、平台发布虚假信息、房产中介违规

3月24日，花垣县龙潭镇双坪村，村民在砌筑河堤。入春以来，该县各乡镇组织农民投工投
劳，加固农村“五小”水利工程，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水利保障。 龙艾青 摄

修
水
利
保
增
收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国务院关于综保区“委托加工”的
新政策在我省顺利落地落实。近日，际华易北
河高分子材料科技（岳阳）有限公司首批“委
托加工”成品，在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办结海关
出区手续。 该批产品为1.5万公斤混炼胶，新
政策下企业可少缴纳相关税款2.65万元。

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综合
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到，“允许综合保税区内加工制造企业利用
剩余产能承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长沙海关
迅速推动该项政策落地， 向有需求的企业宣
讲政策，制定具体监管流程和操作规程，对企
业进行业务指导，助力我省企业完成首单“委
托加工”业务。

岳阳海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创新业务的
推广， 有利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企业充分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释放
产能，扩大业务量，降低生产成本；也有利于
使用保税进口的高端生产设备为区域经济
发展服务。

据了解，际华易北河高分子材料科技（岳
阳）有限公司现已全面启动“委托加工”业务，
预计2019年该项业务的出区成品数量为3万
吨， 在新政策下可节省税款成本4500余万
元， 有效破解企业当前面临的国外订单短缺
困局。

长沙海关表示， 将在省内各综保区积极
推广“委托加工”模式，支持企业承接境内区
外委托加工业务，更好地服务湖南开放崛起。

综保区委托加工新政在湘落地
城陵矶综保区完成首单业务

到2020年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明
确2019年实现60万以上
贫困人口脱贫。

启动实施“千村
美丽、 万村整治”工
程，开展“一市十县百
镇” 全域推进美丽乡
村创建。

今年要确保粮食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7000万亩、总产量稳
定在600亿斤左右。

大力实施以品牌强农为
引领的“六大强农”行动，今
年将新增打造1个省级区域
公用品牌， 重点支持4个片
区品牌和20个“一县一特”
品牌，推进“四带八片五十六
基地”建设，促进农村三产深
度融合发展。

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努力提升
农村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

2019年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工作，基本完成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主
体工作任务，加快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1 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2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4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的短
板。文件提出，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努
力提升农村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 其中，对
“四好农村路”建设、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气化湖南”、县乡村物
流体系建设以及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等，都明
确了工作目标、具体措施、责任单位，确保工
作落实落地。

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5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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