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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一体化加速 高质量发展可期
胡建兵

可以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带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伴随着人才、
资金的集
近期，交通运输部密集调研部署， 聚，城市群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战
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区
场，集聚发展带动效应明显。以城市群
域交通一体化建设驶上“快车道”。今年
驱动创新发展，扩大内部需求，带动经
以来，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多次调研长
济总体效率提升，正在成为未来经济高
株潭基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强调要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加快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加快释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扎实
放融城效应”。从中央到地方齐发力，凸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显出城市
“抱团发展”
的重要性。
重要讲话，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国际上，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
两大主题，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
山湾区和大伦敦都市区等世界级城市
取得成效，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在当
群，同时也是所在国家的金融中心、工
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发挥国
业中心、创新中心。这些世界级城市群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
的发展经验表明，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
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少说“看着办”，多些“带着干”

进的新发展格局，城市集群发展、区域
协调发展必将成为双循环体系下扩大
内需的重要抓手。
长株潭城市群起步早，发展势头迅
猛。三个城市同处湘江中游，呈“品”字
形分布，发展条件得天独厚。特别是随
着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无
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质量方面，长
株潭城市群都已走在省内前列。今年上
半年，长株潭三市以占湖南七分之一的
面 积 、五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贡 献 了 湖 南
42% 的 GDP。同 时 ，三 市 集 聚 了 湖 南
70%以上的科研机构和创业创新平台、
6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了湖南
70%的科技成果；实现了湖南 60%以上

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值此特殊之
年，崛起速度不减，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磅礴动能呼之欲出。
在加速建设新发展格局的当下，
如何助推长株潭一体化更快发展？实
现“经济一体化”是关键。不仅要在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共建共享，在
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统
筹协同，更要在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
经济地理方面互补共赢。当前，长株潭
“半小时交通圈”已逐渐成形，
“ 半小时
经济圈”亦不远矣。相信只要调动长株
潭三市积极性，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必能进一步释放融城红利，早日实现
人民的期盼。

新闻漫画

何勇海

胆子小的干部，往往只能念起“拖字
诀”。为了应对领导“看着办”的指示，
身为基层干部，谁没请示过上
有基层干部甚至做出了应付“看着
级？有请示就该有回复，只是有一种
办”的攻略：
“ 如果合情合理，就马上
回复，基层干部听了心里会打鼓：
“看
办；如果合理但不合情的，就拖拉着
着办”。大事“看着办”，难事也是“看
办；如果不合情不合理，但不违纪违
着办”。正如此前媒体在基层调查了
规违法，就想办法办；如果可能违纪
解到的，领导的一句“看着办”，不知
违规违法，却有领导撑腰，就可以办，
让多少基层干部直冒汗。
如果没有领导接锅，就不办……”层
“看着办”并非基层治理新情况。 层传导之间，不但影响政策的落地实
别看话不多，其中蕴含的意味可不简
施，
更助长了基层治理的形式主义。
单。
有时候，
这是对基层干部能力的信
治理“看着办”现象，必须从强化
任，
让其放手去办；
或者是对基层干部
工作作风与纪律，提升工作能力入
能力的试探，看其到底有没有解决问
手。一方面，要强化领导干部的担当
题的素质和担当。
但是，
这些显然不是
意识。
“看着办”的实质是一些领导干
让基层干部直冒汗的
“看着办”
。
部不肯担当、
不愿作为的官僚主义心
更多的“看着办”，或是缘于一些
态，不想留任何过错痕迹，却只想坐
领导干部知道事情复杂不好办，害怕
收功劳之利。为此，须以过硬的制度，
引火烧身，就让基层干部“看着办”， 倒逼这类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另
意味着风险或责任需要其自担；也可
一方面，要治疗领导干部的本领恐
能是缘于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遇到
慌。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本
事情拿不定主意，又放不下架子，让
领欠缺不会作为也是一些领导说出
基层干部自己“琢磨着办”；还有的是 “看着办”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通
缘于领导干部对于差事只想应付，对
过常态化的学习培训，以及主动持续
一些现象睁只眼闭只眼，让基层干部
加强学习，实现干部素质的动态优
“应付着办”。
化、
干部能力的动态提升。
“办得好，上级指导有功，下面算
少说“看着办”，多些“带着干”。
合格；办砸了，上级没有责任，下面得
遇到急事难事，领导干部不妨放下架
接锅。”当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时，极个
子、
伏下身子，到基层一线去，敢于担
别领导干部不靠前指挥，一句“看着
当，带着基层干部“同心干”。心往一
办”直接把难题推给下面。胆子大的
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形成为
基层干部，还敢自己想办法试一试； 民服务的合力和效力。

科技扶贫先锋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协办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莫田清
没想到，到了 63 岁这个年纪，还能学会
油茶高接换冠技术，改良自己油茶林里
的低产树。
8 月 10 日，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迎
来了一场久违的大雨，莫田清 40 亩油茶
林的油茶果喝得饱饱的，压弯了枝头。
眼下油茶果进入了增重和油脂快速积
累期，还有 2 个多月就能采摘，莫田清心
生欢喜，笑容爬满了黝黑的脸庞。
还有一个人在油茶林里也很高兴。
他是湖南省林科院国家油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忠研究员，林区农户
称他“油茶博士”。
“老莫，技术不错啊，接穗成活率达
到 90%以上。”55 岁的陈永忠蹲在一棵
油茶树下，摸着莫田清 3 个月前嫁接的
穗条长出的嫩芽，满意极了。
作为湖南省科技特派员，2009 年陈
永忠带着“湘林”油茶扎根国家级贫困
县邵阳县，手把手向林农传授丰产栽培
技术，推动邵阳县油茶种植面积从 40 万
亩发展到 70 万亩，产值从 3 亿元提高到
20 亿元，帮助和带动逾 3 万多名莫田清
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走山区、穿林地，雨天一身泥、晴天
一身汗，还得忍受蚊叮虫咬、烈日暴晒，
是什么动力让他坚持了 11 年？陈永忠回
答，因为科学技术有了用武之地。

餐桌之外的隐性浪费不容忽视
——漫谈制止“餐饮浪费”
之⑥

戴先任

农机操作人员素质优化、
抗倒伏粮食品
种的研发等等，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四川省 2019 年的粮食产量为 699
收割环节造成粮食损失，归根究底
亿多斤，而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
在于农业精细化作业水平不高。技术所
工环节，每年损失量高达 700 亿斤。”来
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技术来
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触目
解决。要提升粮食收割效率与效能，必
惊 心 。相 比 司 空 见 惯 的“ 舌 尖 上 的 浪
须加强粮食收割环节基础性科学技术
费”，我国粮食从生产到加工链条上的
研究，设计制造能够适应农艺特征的收
损失鲜为人知，但据媒体调查显示，粮
割机，让作物收割降损、增效；同时，降
食收割环节的损失十分突出，有的机收
低土地细碎程度，加强对农机作业人员
损失率甚至高达 10%，令人心疼也引人
的培训和技术指导，使其充分掌握收割
关注。
先进技术，对作物进行高效、
优质处理。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升，机械
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高
化收割成为我国的主要收割方式。虽然
效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机械化的收割方式能有效降低人力成
“舌尖上的显性浪费”值得关注，餐
本、提升工作效率，但仍然造成了大量
桌之外的隐性浪费更不容忽视。提升粮
的粮食损耗。收割时机械碰撞造成籽粒
食收割效率与效能，迫在眉睫。遏制粮
食在收割环节的巨大浪费，不仅是夯实
破碎、机械发力不精准导致脱粒不完
全、田块不规整造成机收困难等问题， 粮食安全根基的必要之举，也事关农业
使田间地头的收割损耗和浪费现象严
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全面小康社会的
重。由此而见，我国农业要加快转型升
成色，必须尽快行动起来，护好农民的
级，收割机性能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设、 “饭碗田”，
让我们
“粮袋子”
更加丰盈。

打造精品，
风景才能变收益
汪昌莲

盒饭分男女，制止餐饮浪费别跑偏了
近日，天津某家饭店推出按性别分类的盒饭。
“ 女版”盒饭餐品为两荤一
素，
“男版”
盒饭餐品则为两荤两素。
餐饮企业响应杜绝餐饮浪费的倡议，在反浪费方面主动作为，值得肯定。
但盒饭分男女，
不但缺乏可操作性，
还有哗众取宠之嫌。
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饭量小，盒饭按性别分类，似乎是根据不同消费者
需求进行的“精准售卖”。但在实际操作中，男女饭量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餐饮
企业来说，反对浪费要找准“切入点”，与其以性别区别对待，不如在分量方面
进行区分，
比如推出
“小份”
以及
“半份”
餐品供客人自行选择。 图/文 朱慧卿

陈永忠：

无烦常年泥满腿
喜看
“金果”满山川

8 月 10 日，
邵阳县小溪市乡大禾村，陈永忠（右二）在油茶基地考察调研。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时间一长，广西人陈永忠学会了邵阳方
言，和农民交上了朋友。
油茶生长周期长，前几年没有任何
收益。就在此时，邵阳县大力发展油茶
产业助力脱贫致富，对油茶新造林每亩
补助 1000 元，苗木按 1 元/株的标准予
以补贴，解了燃眉之急。
种树和砍树
苦熬几年，终于等来开花结果。
“第
“去年有 700 多斤茶油，收入 4 万多
三年我的油茶树就挂果了，而普通油茶
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喔。”聊起收
树 要 四 五 年 才 能 结 果 。2016 年 收 了
益，莫田清憨憨地笑起来。
3000 公斤鲜果，打了 200 多斤茶油。”尝
2011 年，妻子患上双肾衰竭，莫田
到甜头的莫田清劲头足了，对自己也有
清一家陷入困境。在时任村支部书记和
了信心。
县里油茶补贴政策的帮扶下，2012 年莫
然而，油茶树长大后，又遇到问题。
田清承包了村里 40 亩荒山，将信将疑地
油茶林越来越密，总有一些树挂果不
种下了 7000 株良种油茶苗。
好，产量低。
村里人也不理解。
陈永忠看了后，给莫田清开了一个
“油茶树祖祖辈辈都见过啊，到了 “处方”：
砍树。
季节捡茶籽，一亩地几斤油，弄不到什
看着自己精心管护的小苗长成了
么钱。”
“ 良种茶油是不是转基因？我们
近 2 米高的油茶树，莫田清有些不舍，犹
土茶油还是味道香、油质好些。”……陈
豫了许久。
永忠培育的良种油茶不仅产量受到质
“陈博士讲，油茶就像人一样，需要
疑，还有一些杂音。
通风透气晒太阳。树太密、枝条太多都
不理解，事情就没法做。回应质疑， 不行，容易招致病虫害，要砍树、剪枝。
陈永忠的办法是靠脚走，靠嘴说。
我想起自己的树，经常下面的果子长不
“你们说的土鸡、洋鸡口感不一样， 大，采下来也没油。他讲的有道理，我就
是因为养殖周期和喂养饲料有区别。良
同意了。
”莫田清回忆。
种油茶来源就是自然，没有转基因，生
心疼是心疼，但事实证明，砍对了。
长 周 期 、土 壤 、气 候 都 和 老 油 茶 树 一
2018 年，莫田清挖掉了 100 多株低产油
样。”每到一处，陈永忠都会耐心讲解。 茶和病株。2019 年，莫田清收获了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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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斤茶油。陈永忠在他的油茶林举办了
现场培训班，手把手传授高接换冠技
术，
改良另一部分低产油茶。
“还有一些低产树要改良，如果挖
掉重新栽苗，又得等几年才挂果。现在
我学了技术，穗条从产量高的树上采，
不仅不花钱，挂果也快。”莫田清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
“以前种水稻、花生、玉米，
一年最多万把块钱。现在一亩油茶收益
上千元，
还可以结果几十年。
”
摘 掉 贫 困 帽 ，莫 田 清 走 上 了 小 康
路。2020 年春节，莫田清一家 10 口人搬
进了新房子。
沉甸甸的油茶果似乎会说话。沉寂
的大山被唤醒，田间山头热闹起来，一
株株油茶树绿了荒山。

技术在泥土里生长
“这是‘小黄球’，
‘湘林 78 号’，皮薄
个大，
今年表现很不错。
”
“这个叶子尖尖细细、
果实又大又红，
像一串串橘子，
是较早培育的
‘湘林210’
，
挂果好，
特别漂亮，
果子像打了蜡。
”
从莫田清的油茶林出来，陈永忠又
马不停蹄赶到邵阳县小溪市乡大禾村的
丰之林油茶合作社。
这里油茶品种多，
陈
永忠特别兴奋，
摸一摸叶子、
掂量掂量油
茶果，爱不释手，看到挂果多的，拿着手
机拍个不停。每一棵油茶树就像是他的
孩子，样貌、品质了如指掌，还起了“爱

此前，湖南出台的《两型精品民宿》标
准，从场地设施、生态环境、安全和卫
“乡村民宿的入住率高达 80%，部
生、服务功能、管理等五个方面为民宿
分民宿甚至连续两个月满房。如果不提
行业发展制定了标准规范，为经营业
前预定，几乎是一房难求的状况。”随着
主提供民宿建设指引，正是为了引导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及暑期游客
与规范民宿业走上正轨，提升民宿建
增加等因素，上半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设的生态品质，引导民宿健康有序发
的民宿行业开始
“满血复活”。
展。
疫情之后，民宿业如何更好地出
政策要跟进，行业自发改造升级，
发？这些年，湖南着力打造精品民宿、
品
提升自身吸引力同样重要。张家界武陵
牌旅游，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当地百姓
源区依托生态景区、
湘西州凤凰县主推
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的做法，无疑为民
古 镇 文 化 、长 沙 县 着 力 发 展 乡 村 旅
宿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游 ……各地利用本土的地域优势，
推动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用户的消费水 “民宿+农业”
“民宿+非遗”
“民宿+康养”
平和消费观念转变，城市民宿成为越来 “民宿+装备”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做
越多消费者出行住宿的新选择。
《2019
足了精品特色文章，也成功打响了招
湖南民宿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截
牌，
成为湖南民宿业发展的优秀代表。
至 2019 年底，湖南共有 4709 家民宿，年
发展民宿经济，重点在特色，核心
综合营业额约 60 亿元，直接带动 2 万多
是服务，目的是增收。因此，要想在井喷
人就业。可见，民宿经济的发展，不仅能
式的民宿行业里脱颖而出，唯有突出地
有力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也是推
域特色，不断拓展旅游内涵，创新民宿
动文化和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文化载体，打造更多精品项目，提升游
民宿新兴业态日渐繁荣的同时， 客体验，才能真正把风景变收益，推动
相关立法和配套政策也在日益完善。 乡村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

山顶上，
看着 1600 亩沿着红土丘陵起起
伏伏、
漫山遍野的油茶林，
丰之林油茶合
作社总经理王红感慨万千。
2019 年，
合作
社共聘请 30 多名贫困户管护油茶林，施
肥、
除草、
剪枝，
每人每年增收一万多元。
广袤的丘陵山地成了陈永忠的实
验室，他把论文写在了邵阳的大地上。
11 年来，邵阳县依托油茶产业，直接带
动了 3 万多名农户脱贫，荣获“中国油
茶之乡”等 11 块“国字号”招牌。

情系油茶不止步
称”
。
茶 油 营 养 丰 富 ，被 誉 为“ 油 中 之
55 岁的陈永忠已两鬓斑白，但精力
王”。湖南是油茶主产区，产量、产值都
比年轻人还要充沛。
是全国第一。而陈永忠刚接触油茶时，
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出差在
却是另一番光景。
外，对油茶种植户更是有求必应。11 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农民放
来，长沙、邵阳两地来回 6 个多小时车
弃油茶改种其他作物，甚至一些科研人
程，他已奔波 80 多趟。邵阳县林业局党
员也转行。
“以前的油茶是人种天养，亩
委书记刘豪健说：
“他在油茶林里授课，
产油只有几斤，生产积极性自然很低。” 会把自己的电话公布给种植户，没有一
陈永忠明白，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培
点架子。
”
育出高产良种。
“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油茶专家，就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陈永忠奔走
是让我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实实
在 14 个省的油茶产区，跋山涉水、风餐
在在的事。
”陈永忠说。
露宿，找花蕾，配花粉，一天下来，身上
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满研
黄一块、白一块，满是粘巴巴的花蜜和
究书籍，靠近门口的桌上，摆满了大大
花瓣。
“水稻一年可以种三季，但油茶一
小小十几瓶茶油样品和一些油茶制品。
年只有一次。从种子到开花结果再到盛 “油茶浑身是宝。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
产果期，还有嫁接、实验设计等，育一个
油’，茶籽压榨后的茶枯经萃取后可提
品种起码十多年。”陈永忠回忆，最困难
取皂素，提取皂素后残渣可用作饲料和
的 时 候 ，一 年 只 有 4000 元 科 研 经 费 ， 肥料。光将茶油开发成护肤品和保健品
“差旅费都不够”。
等，油茶的产值能翻好几番。”聊起油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上千种的组
茶，
这位“油茶博士”眼里有光。
合与淘汰，陈永忠团队培育出“湘林”系
“中国的茶油这么好，为什么不能
列优良品种，比传统品种增产 10 倍以
像橄榄油一样享誉世界？”话题一转，他
上，
最高达 75 公斤/亩。
又眉头紧锁。
可是，在林农眼里，良种油茶难“伺
如何延伸产业链增加油茶附加值、
候”。
推行机械化降低管护成本，是他近年思
大 型 农 机 设 备 无 法 上 山 作 业 ，施
考的问题。原来粗放式的栽培已不适应
肥、除草、剪枝、采摘，基本依赖人工， 油茶产业发展，他牵头制定各类国家标
而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多，劳动力
准，倡导油茶种植的“适度规模”和茶油
不足。
制取“适度精炼”的绿色理念，推动油茶
丰产技术从实验室直通田间地头， 产业标准化发展。
需要接上“地气”。
“ 科学家要计算投入
“良种品种上十个，搭配种植有讲
产出比，不但要考虑技术上可行，更要
究。一亩地种多少株，每株油茶之间的
考虑经济上可行。”陈永忠意识到，不能
株距、行距，施基肥的用量，整地时挖垦
一味追求产量，要降低管理成本让群众
深度，每一个环节也得有技术标准，按
能接受。
照标准化种植才能提升产量。”陈永忠
他对栽培技术进行改良。栽培之前
团队的王瑞博士说，
“ 老师总是推着我
施底肥，技术上提倡农家肥，但农家肥
们往前走。
”
难找、且重，他筛选出配方施肥技术，又
在他的带领下，省林科院油茶所副
建立油茶测土配方查询系统，为林农施
所长陈隆升等 16 名成员成为“三区”科
肥提供技术咨询。他制订图册，将油茶
技人才和省科技特派员，在新宁、澧县、
早期树体培育简化为“下清脚枝、上控
辰溪、中方、茶陵等 10 多个县开展技术
顶梢、中间密枝”三部曲，简便易学，群
服务，
累计推广良种油茶 500 余万亩。
众一看就能掌握和实施。
“油茶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它生
“看看这些山，过去荒了没人理睬， 长在干旱瘠薄的土地上，照样能结出营
现在有了好种苗、
好技术，
变成了
‘绿色银
养丰富的油茶果。”陈永忠说，看到科技
行’。去年收获 20 多万斤油茶果，今年果
给更多人带来收益，心里就会感到无比
子结得好，预计产量可以翻一番。”站在
欣慰。

名片
陈永忠，男，1965 年 8 月出生于
广西，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
一层次和省科技领军人才。先后荣
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和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全
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湖南省先进个
人、湖南省优秀专家和光召科技奖
等荣誉。
记者手记

30 余载油茶之恋
“你这鞋进林子不行，一下就废
了。”跟着陈教授进山之前，他看着
我穿的白鞋，善意提醒。那天，进山
之前下了一场暴雨，上山的路更加
艰难。他却健步如飞，钻进林子就不
见了。
这样的路，陈永忠走了 30 多年。
1985 年大学毕业，
他被分配到湖南省
林业科学研究所从事油茶科研工作。
科研之路艰辛清苦，他耐住了寂寞，
忍受了孤独，
培育出
“湘林”
系列高产
油茶。在科研上取得重大成就后，他
又投身科技扶贫战场，
用汗水和辛劳
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对于油茶，陈永忠有着难以割
舍的感情。他在这条路上越干越有
劲。一天跑 3 个油茶林，衣服湿了干、
干了湿，鞋底下是厚厚的泥巴，裤腿
沾满泥水和杂草，他却笑称“鞋子不
贵，
百把块一双，
穿坏了也不心疼”。
别看他是大专家，到了田间地
头，也有林农不买账的时候。刚开始
造林的时候，他提出要施肥、除草、
修剪，林农现场争辩，
“ 种油茶又不
是种果树”。他苦口婆心讲科学管
护，但在走访中还是会看到一些良
种油茶树疏于管理，林子里长满茅
草，导致油茶挂果不理想。每每此
时，
他着急，
也心疼。
事实胜于雄辩。他用科技和汗
水浇灌，用良种+良法，把老百姓祖
祖辈辈打交道的油茶果变成了致富
“金果果”。一亩油茶收益上千元，进
入丰产期后，挂果可达几十年，贫困
群众“摘帽”走上正轨以后，还可以
持续获得稳定收入。
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片山，
因为科技力量的注入而大不一样。
在他团队的科技支撑下，一棵棵油
茶落地生根，一片片荒山披上绿衣，
越来越多的林农学会油茶管护新技
术，
对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