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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邓永松

“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买得放
心，关键还能为贫困山区脱贫做点贡
献，真好！ ”6月30日下午，在返回长沙
的旅游大巴上， 游客黄青叶感慨地
说。

6月29日至30日，200多名长沙
游客在沅陵借母溪景区、胡家溪古村
寨，进行了两天一晚周末游，赏风景、
品民俗，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买农产

品，美美地体验了一番。
沅陵是旅游资源大县，也是国家

级贫困县。 近几年，该县大力培育旅
游扶贫产业， 去年接待游客551.3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3.2亿元，带动
全县17560名贫困人口脱贫。

6月30日， 由省消协主办的湖南
省乡村旅游消费扶贫教育引导活动
在沅陵启动，以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路子已找好，平台已搭建，接下

来就要唱好‘旅游扶贫’的戏。 ”沅陵
县委书记钦代寿表示，今年,该县要脱
贫摘帽，全县上下要做好旅游消费扶
贫这篇文章，争取新作为。

6月初， 沅陵县与长沙县达成帮
扶协议， 扩大对口帮扶单位数量，引
导更多长沙民众到沅陵开展旅游消
费扶贫。“我们与沅陵文化旅游投资
公司合作， 每月向沅陵发送2趟旅游
消费扶贫专线，每趟200人。 ”湖南敬
得旅游公司负责人介绍。

同时，通过消费扶贫，沅陵县与长

沙县将加大物流、电商、民宿投资等项
目合作，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增加乡村
客栈，保障扶贫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沅陵明溪口镇王家坪村村民陈
圣才做得一手好酸鱼。 消费扶贫活动
启动当天， 他背来近20公斤酸鱼，被
游客抢购一空。

“旅游消费扶贫，沅陵‘鲜’尝甜
头。”家门口月月有消费扶贫活动，明溪
口镇胡家溪村贫困户胡春燕也来了
劲， 她把自家手工剁辣椒做成精包装，
贴上二维码，一会工夫卖了37瓶。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蒋韶

6月26日，安化县烟溪镇通溪村。
吃过早饭，村民刘丁祝准备去天

茶茶叶公司基地做管护。 这些天，他
做事特别有劲。 不久前，儿子打来电
话说，要带女朋友回家。“家里又有喜
事哦！ ”刘丁祝笑呵呵对记者说。

2014年，刘丁祝家被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那时刘丁祝已年过半百，
老伴患有重病，一家6口人守着5亩茶

园，日子过得很苦。
“现在越活越有味！ ”刘丁祝说，

这几年生活大大改善， 家里脱了贫，
还住进了新房，3个女儿也成了家。经
济上宽裕了，老伴的病也渐渐好转。

闲聊间，不觉已爬到山头茶园基地。
正是仲夏，山上茶树长得郁郁葱葱。刘丁
祝拿起锄头，小心翼翼给茶树松土，将杂
草薅下堆在茶树旁。“我们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种的都是有机茶。 ”刘丁祝说。

刘丁祝听说“有机茶”也不过几

年。 他说，烟溪镇盛产茶叶，明清时被
列为贡品。 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忽
略了茶叶的价值，产量上不来，质量
也提不高，有些山头都荒掉了。

“多亏了天茶公司！ ”刘丁祝说，
天茶公司是本地一家茶企，专注做红
茶有近10年，老板夏国勋一心要做好
茶，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3年前，公
司和附近200余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
协议书，免费发给他们茶苗、有机肥
料，还组织培训，按保底价收购茶叶。

只要大家愿意，还可以到天茶公司的
基地帮工，每天有100余元收入。

掌握了技术，有了市场，茶园就
成了金山银山。 2017年， 刘丁祝和
200多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也上了山，此人
正是夏国勋。乡亲们都很感激他。面色黝
黑、看上去很朴实的夏国勋连连摆手，说
乡亲们脱贫都是搭帮国家的好政策，他
能做的就是带着大家做一款好茶，把烟
溪红茶的牌子擦得更亮。

� � � � 湖南日报7月 2日讯 （记者
黄利飞）在先抑后扬、后又不断分
化的历程中，A股2019年上半年行
情收官，沪指报收2978.88点，半年
累计涨19.45%。 湘股股市“中考”
成绩亮眼：104只湘股中有86只个
股上涨， 其中52只个股涨幅跑赢
沪指，新五丰、红宇新材、唐人神上
半年股价翻倍，涨幅超100%。

上半年涨幅居前十的湘股中，
除3只股价翻倍的股票外，还有科力
尔、金健米业、湖南海利、益丰药房、
中联重科、绝味食品、开元股份。 从

行业来看， 农林牧渔相关行业的个
股有4只； 其他个股分布在机械设
备、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等行业。

农业个股“涨声”一片，基本受
益于“金猪”猪周期，猪肉概念股今
年一开年就成为了股市热门。生猪
养殖和出口商新五丰半年累计涨
幅超226%；“生猪全产业链经营上
市第一股 ” 唐人神累计涨幅超
103%。

今年上半年，18只湘股下跌，
ST天润、*ST天雁、 恒立实业等7
只湘股跌幅超10%。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杨天午）“有了人保
财险新产品， 养殖小龙虾更有底气
了！ ”近日，南县小龙虾养殖户毛业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以来，中
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发力“农业
保险+支农融资”模式创新，针对南县
小龙虾特色产业推出定制化产品“小
龙虾融”， 通过提供养殖风险保障和
支农融资双重服务，为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系上“保险带”，惠及大量农户。

“小龙虾融”服务对象主要是小

龙虾养殖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用于小龙虾等特色农业生产经营，
融资额度200万元以内。对于辐射面
广、带动力强、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融资额度
可以增加。“小龙虾融”还依托保险
服务能力， 为小龙虾养殖等农业产
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提供保险保障。

据了解，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
司是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主承办
单位之一。 该公司已开发逾200种
农业保险产品。

沅陵“鲜”尝消费扶贫

农业湘股上半年“涨声”一片
上半年共有86只湘股上涨， 新五丰等3只

股票翻倍

人保财险新模式护航特色农业
“农业保险+支农融资” 为特色农业系上

“保险带”“家里又有喜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