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县 做优做强湘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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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5日讯（通讯员 胡
志锋 记者 颜石敦）2 月 28 日，临武
县舜溪香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陈兴强，看着一箱箱香芋装车销往
广州，脸上露出了笑容。陈兴强告诉
记者，这次多亏电商平台帮助销售，
要不然一年的收成就烂在地里了。

临武是全国香芋生产大县，已有
30多年种植历史。临武香芋个大美观、
粉多细腻、香味浓郁，曾获湖南（郴州）
第四届特色农产品博览会金奖。近些
年，该县把香芋作为拳头产业来打造，
全县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左右，年

产量达30万吨以上。县里还成立香芋
种植销售协会，建立储存营销中心，在
全国建立营销网点2000多个。

春节前，因为各地香芋集中上
市，所以价格并不高。临武县大多数
芋农喜欢将香芋盖上地膜防冻保鲜，
保存到农历正月、二月再卖，那时上
市蔬菜种类少，价格往往会好些。然
而，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计划，交通管控、物流停运、市场
关闭，临武香芋严重滞销。

暖心助农，共渡难关。临武县委、县
政府把香芋销售作为当前重要的工作

之一，明确一名县级领导专门联系香芋
产业，组织复工复产的爱心企业、超市
和商场前往香芋基地认购。县农业农村
局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积极联系
舜邦优选电商扶贫示范站对接香芋基
地，让香芋坐上“电商快车”销往北京、
上海、广州、浙江等全国各地。县交通、
运管等部门，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对香芋采购商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截至目前，临武县香芋已销售
20 多万吨。舜峰镇村民杨汉林种植
的8亩香芋也已销得差不多，预计毛
收入达6万多元。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唐春晖 邱鹏 王勤）2月
28日上午，省人大代表、衡阳县西渡
镇梅花村富农优质稻合作社负责人
刘准带领10多位村民,来到合作社育
秧基地刘老屋组整修育秧大棚。

去年，梅花村共种植优质稻面积
2700 多亩，生产粮食 2500 多吨。今
年，该村计划扩种面积 300 多亩，达
到3000多亩的规模。

衡阳县是我省粮食主产县、全省
优质稻生产优势产区，年粮食播种面
积在 160 万亩以上。今年，该县将围
绕“稳面积、稳产量、提品质、提效益”
总目标，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种植优质稻面积100万亩以上，
做优做强湘米产业。

为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衡阳
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
今年，该县出台诸多激励政策：在种植
户与优质稻合作社签订保底价收购协
议的基础上，每50公斤优质稻县财政
再给予10元补贴。县财政还安排3000
万元粮食生产发展资金，用于高档优
质稻产业培育和产业园创建。该县还
对20万亩绿色高质高效生产示范片
和3.5万亩“稻油”“稻稻油”水旱轮作
试点示范片核心示范区，开展专业化
集中育秧、病虫害统防统治，给
予早、晚稻订单种子和配套物资
及机械化作业补贴。

以县优质稻产业协会为
平台，该县积极培育新型粮
食生产经营主体，推动规模

生产经营。重点支持订单生产。对
与县优质稻产业协会履行订单协议
的双季优质稻种粮主体，县里按订
单收购量每吨补助 200 元。今年，该
县将新增优质稻订单面积 10 万亩，
力争建成产销对接高档优质稻基地
50 万亩。

据介绍，目前全县 15 个省级粮
食生产监测点的双季优质稻种植已
落实 100%，非双季稻宜稻区将全部
种植一季优质稻。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肖斌辉 胡金国）
3月4日，新邵县陈家坊镇塘垅村的
集中育秧基地里，3台耕田机在秧
田里穿梭作业。

育秧基地负责人周辉耀介
绍，今年计划种植早稻 2700 多
亩，在农技员的指导下，播种、育
秧将采用机械化作业和密室叠盘
快速催芽技术。“我们计划 3 月 8
日左右将 100 多亩秧田全部下

种，集中育秧和机械化插秧不仅
省时省工，每亩还可节省成本
200多元。”周辉耀一边检修整理
育秧密室，一边高兴地算着账。

据了解，新邵县发挥农村党员、
驻村联点人员、农技员“三员”作用，
深入田间地头调查指导，收集受疫
情影响带来的农资购买难等问题线
索1200多条，针对性地跟进与帮
扶。同时，该县瞄准种子化肥、农机具
等调运“堵点”，为农资经销商开具农

资运送通行证，保障农资顺利进村
入户；指导市场储备水稻种子45万
公斤、化肥2万余吨、农药280余吨、
农膜400余吨，确保农资价格平稳。
该县还将全面推广适时移栽、合理
密植等技术，引导农民开展测土施
肥和统防统治，为粮食增产助力。

目前，新邵县已落实早稻集
中育秧点 75 个，育秧秧田 3.1 万
亩，可抛栽大田 20 万亩，占全县
早稻播种面积90%以上。

湖南日报3月5日讯（通讯员 胡
敏 王艳明）2月下旬，浏阳市20个招聘
工作小组奔赴花垣、慈利和江西上栗、
万载等地一线招工。伴随工作组同行的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一面报道招工
动态，一面担起与当地融媒体中心助力
浏阳企业招工的“使者”。疫情中，浏阳
市融媒体中心通过全媒体联动发力，充
分运用自身融媒矩阵传播优势，及发挥
湘鄂赣城市广播联盟及中国市县电视
台手机直播联盟平台合力，在抗击疫情
中广泛引导、服务群众，助推“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复工”工作。

“广播天天在耳边喊，我们就待在家
中不出门。”2月2日，央视《新闻联播》采
访关口街道溪江村村民杨统先，他道出
了“村村响”广播打通防疫宣传“神经末
梢”抵达村组“最后一公里”的独特功能。
疫情袭来，浏阳市融媒体中心通过布局
在全市的近万个终端，每天7次广播，目

前已播出9050分钟节目，让疫情防控宣
传真正做到“村村响、户户到、人人知”。
除此之外，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还通过报
纸、电视、新媒体、户外屏等平台综合发
力，各媒体总收听、收看、阅读量目前已
经超过2.93亿次，掌上浏阳APP防控疫
情主题新闻总点击量超过2100万次，产
生了28个10万+融媒作品。

目前，浏阳市融媒体中心集中精
力为复工复产凝聚舆论力量。蓝思科
技是用工大户，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联
合中国市县媒体手机直播联盟，全网
第一次直播探访上市企业蓝思科技，
展示企业完善的生活设施和良好的生
活环境，点击量过56万次；制作《我是
蓝思，全球最大手机屏幕供应商！现
在，我向你发出邀请》，联动40个区县
融媒体中心（台）发布，点击量过28万
次。当前，蓝思科技每日招聘员工2000
多人，用工难的局面得到初步缓解。

浏阳全媒联动
服务战“疫”宣传

今年规划种植优质稻面积100万亩以上

热销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地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赵志
高 通讯员 蔡海军)3月5日下午，怀化
举办2020年生态文化旅游业重点项目
网络直播招商推介会，对外发布招商
项目，解读最新招商政策。1.46万余人
线上观看直播，1241家企业线上咨询。

怀化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且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一座
会呼吸的城市”“中国古建筑博物馆”“杂
交水稻发源地”等。近年来，怀化市委、市
政府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重点培育，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战“疫”期间，怀化市坚持将严防
控与稳发展一体推进、统筹安排，积极
开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招商引资工作。
这次，该市首次创新招商方式，通过中

旅联盟的大数据“云直播”平台，图文
并茂详细介绍了芷江、鹤城、洪江、通
道四县(区)12 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的
建设背景、内容、规模和定位，以及最
新 招 商 政 策 等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为
111.82亿元。同时，邀请中国旅游资源
整合联盟旗下 5000 余家企业观看网
络直播招商推介会，进行线上互动，实
现“云上”精准对接。

“‘云上’招商，经济、方便、安全，
影响大。”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负责人说。网络直播招商推介会结束
后，怀化将进一步利用新媒体做好项
目和扶持政策发布，组建专班、落实专
人做跟踪服务，进行线上解答和线上
洽谈，促进项目签约。

怀化“云上”精准招商
网络直播推介项目总投资额111.82亿元

新邵：翻耕起垄育秧忙

湖南日报3月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2月27日，双牌县
竹产业科技园阳明竹咏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加班加点轮岗作
业赶订单。春节前后，公
司订单绵绵不断，且大多
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印度等多个国家的
出口订单，生产已安排到
8月底。

双牌是山区县，南竹
面积在30万亩以上，年
产成竹1000余万根。以
前，该县的竹加工产业是
粗加工，出售的是半成
品。2017年以来，该县主
动对接国内外竹精深加
工企业等，成功创建以产
品研发、生产和休闲观光
为一体的双牌县竹产业
科技园，生产户外防腐竹
地板、户外防腐建材、户
外竹制遮阳伞、卡车底板
和集装箱板等高端竹制
品，产品主要出口欧美。
实现了该县竹产业从粗
加工向精深加工、出口外
销的转型，使竹产业成为

带动全县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疫情当前，2月初，双牌县主要领导深

入竹产业科技园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推动园内企业复工复产，各级
各部门主动服务企业,推动网络招聘解决企
业用工，并对招聘的员工全部进行疫情排
查、培训上岗。

该县还为企业员工安排单独的宿舍，
赠送新冠肺炎中药预防饮剂和口罩。各企
业严格落实消毒、错时分散就餐等措施，对
不在园内住宿的员工，安排专门公交车接
送。该县竹产业科技园负责人介绍，目前，
园区已有10多家企业复工复产。园内企业
接到的订单和完成的出口量，均比上年同
期增长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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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奕)货品陆续装箱，传送履带
持续运转，仓库叉车来回穿梭……在
湘潭市综保区，湘潭市浩通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的仓库区恢复了往日的繁
忙。今天，一批玩具公仔装箱上车即将
发往荷兰鹿特丹。该公司经理刘增光
告诉记者，经湘潭市商务部门推荐，公
司被纳入《国家(省)重点保供企业名
单》，享受 50%贷款贴息，这为企业复
工复产增强了信心和动力。

提供金融支持是湘潭市助力开放
型经济企业复工复产的举措之一。日
前，湘潭市商务局在全省率先出台《关
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开放型
经济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从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支持对外经贸发展等 3 个方面列出了
16项措施。其中，支持外经贸发展的措
施超过了一半，且均为“真金白银”的
支持举措。如给予外贸进出口企业物
资运输费用补贴、按比例奖励外贸企
业业绩、贴息支持中小微企业实际贷
款、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鼓励线上
营销推广、推广对外劳务合作等，该市
商务局按照国、省、市政策，推出了不
同程度的资金奖励。

在招商引资方面，该局创新模式，推
出不见面招商、网上精准招商和网上跟
踪服务等新模式，围绕该市特色产业和
17条优势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认
真梳理在谈项目，通过互联网、电话、微
信、邮件等方式，加强项目对接洽谈，推
进项目签约。

湘潭出台16项举措

“真金白银”激发企业活力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谢建 欧阳林）
今天上午，在汨罗市罗江镇抛秧
演示会现场，随着两台有序抛秧
机往来穿梭，一株株秧苗均匀地
落入田间，不一会儿，秧田就已
栽插了大半。田埂上，来自当地
各乡镇及平江、湘阴等兄弟县的
100余名农技站长及种粮大户
兴致勃勃地观摩。

过去种水稻，农户多采用手
工抛秧、直播或机插秧，对劳动力
和技术要求高。今年，汨罗计划推
广机械抛秧2万亩，每个镇至少
组织1个主体参与示范，并对新
购有序抛秧机及其播种流水线
的农户进行累加补贴，进一步扩
大双季稻种植面积，为水稻高产
奠定基础。

有序机械抛秧的秧苗分布
成行成距，无缓苗期，返青快、
分蘖多，可增产10%至20%。当
天，中联重科厂家技术人员还
就水稻有序抛秧机的工作原
理、优点进行技术培训和经验
交流。汨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告诉记者，有序抛秧机“省时
省力”，节约成本，提高粮食品
质。该市将依托种粮大户及合
作社，采取政策补贴和干部包
片技术指导的方式，加快推进
有序抛秧机在全市推广。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梅 黎牧

2月27日，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税
务窗口办税员何杨跟往常一样，端坐
柜台热情接待办事群众。“税务窗口的
何杨你认识吗？刚复工那几天，她每天
走20公里来上班。”何杨在防疫交通管
制期间，日行3万步上班的事在传开。

何杨所在窗口专门办理房地产交
易涉税事项，相关业务必须交易人到
场。2月5日，政务中心复工，税务窗口
实行值班制。得知有的同事居家隔离，
有的同事家属上了防疫一线、需照顾
一家老小，家住君山区的何杨主动请
缨：“窗口每个岗位我都干过、都熟悉，
请把主要值班任务交给我！”

2月6日，政务中心全面复工，税务
窗口要准时“开张”。恰逢君山区临时实

行交通管制，何杨无车可坐，她决定步行
上班。“要走近4小时，我早点起床就是。”
何杨凌晨4时起床，迎着早春的料峭寒
风摸黑出门，一路跨过洞庭湖大桥、穿过
寂静的街道，准点到达政务中心。

“公司着急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原
本以为会卡在契税缴纳上，没想到税
务窗口一来就能办业务，又快又顺。”
企业会计陈蕾对2月10日上午办税经
历记忆犹新，连说“没想到”。虽然办业
务的人不多，但何杨每笔业务都办得
又细又快，确保不因错漏让纳税人多
跑一趟，以减少他们在外逗留时间。

窗口负责人想安排其他人替代，
何杨坚决表示：“不需要调整值班名
单，我家里没负担，也就是这些天多走
点路而已。”同事们对何杨既钦佩又心
疼，给她带来了药油和暖宝宝等，还亲
切称她“远道而来的暖心姐姐”。

岳阳办税员日行3万步跨洞庭“作战”——

“远道而来的暖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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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夏春来 刘玉)3月3日9时，一辆
大巴从南县三仙湖镇出发驶往南县经
开区，车上坐着该镇35名农民工，他们
将前往经开区的利尔达电子和澳南鞋
业有限公司参观求职。

出发前，三仙湖镇政府给每位求职者
配发口罩，逐一进行体温检测与信息登
记。“以前可以帮人家做点家务，打点临
工，受疫情影响，这些工作都做不了，儿子
还在读中专，开学就要学费，真让人着
急。”来自中堤村的贫困户符迪芳说，不久

前，村干部来到他家，询问他的务工意愿，
考虑到他手不方便，给他推荐利尔达电子
一份保安的工作，每月有2000元工资。

据了解，三仙湖镇政府搭建起县
内用工企业和就业群众之间的桥梁，
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用工需
求，摸排滞留在家人员务工意愿及就
业需求，安排好免费接送交通工具，带
领返乡农民工“组团”赴企业面对面洽
谈交流，做好招工求职“一站式”服务。
当日，有21人初步达成意向，其中包括
符迪芳等5名贫困户。

三仙湖镇：
“组团”农民工就近务工

湖南日报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周晶晶 彭云龙 李驰原

3月4日下午，新晃侗族自治
县禾滩镇三江村，贝贝南瓜种植基
地，村民吴明轩正在田垄间喷洒杀
虫剂，其丈夫张齐兴在不远处的一
丘田里清沟、平整土地。

随后，夫妻俩一起动手，下
肥、覆膜、种苗、扎棚，动作快而
熟练。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30株南瓜苗的栽种。

“苗还在栽，瓜已售罄，不
抢抓农时不行。”基地负责人张
齐军介绍，基地约 80 亩，计划种

植贝贝南瓜 33 亩，黑皮冬瓜 47
亩;所种瓜都是“订单”销售，主
要供应广东、山东等地的蔬菜
公司，目前已全部预订。

张齐广是银寨组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里两个儿子外出打工。
作为基地的小股东，这些天来，他
和妻子也一直在基地里忙碌。

“整田的工资是120元一亩，
我每天可以整3亩左右，就有360
元。妻子80元一天。两个人一天
收入440元。”张齐广给记者算了
笔账。他两口子从开工第一天到
现在已经工作8天，工钱就有3500
多元，年底还有产业分红。

这些天，有近40名村民像吴
明轩、张齐广一样，都在贝贝南瓜种
植基地帮忙抢栽苗。他们中许多
既是股东，又是工人。

“年纪大了，不出村就能增收，
真好。”张齐广感慨地说，村里还有
10名贫困户和脱贫户在基地干活，
有收入，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到 7 月底第二批冬瓜成熟
出售后，我准备再征100 多亩地
种紫甘蓝(紫包菜)，将基地规模
扩大到 200 亩。”张齐军告诉记
者，目前，基地和河南郑州大市
场签订收购协议，年底近100 万
公斤紫甘蓝将实现定点供应。

新晃：“订单”瓜农抢栽苗

香芋坐上“电商快车”临武县

双牌县

3月5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正是春耕生产的好时节，各地抢抓农时积极做好农田
管理。当日，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山林村，村民在田间地头劳作。 曹正平 曾森 摄影报道惊蛰忙农事

春天的故事 漫画/徐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