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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谭登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郭建东

距桂东县城 12 公里，海拔 1200
米，青竹村在高处。

每年七八月暑天，温度不超过 29
摄氏度，用不着吹空调，游客慕名而至。
青竹村避暑民宿由此火了，一房难求。

9月初的中午，山风凉背，刚刚经过
今年避暑度假高峰的青竹村，显得宁
静。村道旁的桃林民宿小院，墙根一溜
小花绽放。

“刘老师,您来了！老婆，快炒菜。”桃
林民宿男主人罗森全热情迎客，赶紧招
呼爱人熊桂容准备饭菜。刘老师从广东
来这里写生，爱吃熊桂容做的菜，是他
家的常客。

记者问熊桂容：“客人怎么就爱吃
你做的菜？”她笑吟吟的，一旁的村主任
李辉勇指着墙上说：“这话不假，你看看
客人送的锦旗。”锦旗上“天然美味，宾
至如归”8 个字赫然入目，这是广东、江
西的 10多位客人住得满意、吃得开心，
特别赠送的。

熊桂容待客如亲，郴州市妇联还给
她挂了“巾帼致富”牌匾。“全村就她一
个人呢。”罗森全为爱人感到自豪。避暑
来客高峰期，罗森全负责客房搞卫生、
套被子和招呼客人，熊桂容专责厨事。
住在县城的儿子儿媳也回来帮忙，才周
转得开。

两夫妻 3 年前改造自家楼房开民
宿，接待七八月避暑客人。说起两个月
的收入，熊桂容不掩饰：2018 年 4 万多
元，2019年 6万多元，今年 7万多元，一
路看涨。罗森全笑着说：“才 10间客房，
两个月内每天爆满。”

“明年订房要趁早。”罗森全说，前
两天，有长沙客人早早预订了明年 7 月
的 4 间房，到时来避暑住 40 天。罗森全
夫妻同心：再赚点钱就增建房间，说要

圆上“致富梦”。
别过罗森全家，记者顺着村主干道

走去，村里民宿“十步一店”，看名字有
“澜溪”“田园”“云雾”“青竹”“青云”“俊
熙”“桃花飘香”……李辉勇告诉记者，
全村 287 户，这几年在村里引导下，村
民纷纷改造、新建楼房开民宿，从最初
的6家到现在50家，都像桃林民宿这般

“居家经营、夫妻掌柜”。
村民龚建雄的“建雄山庄”，还有

“老龚变老公”的故事。
老龚今年 51 岁，以前是个“老单身

汉”。今年春节刚过，他将 48 岁的陈明
珠娶进了门。说起这事，陈明珠心里很
甜蜜：“去年，我托介绍人传话他‘把房
子建到两层开民宿，我就嫁给他’。”没
想到，龚建雄立即行动，“大手笔”投入，
很快就把原来的一层老房改建成两层。

“以前我叫他‘老龚’，现在真成我老公
了。”陈明珠看着忙于倒茶递水的老龚，
眼波流转。

陈明珠进门后，夫妻俩起早贪黑设
计、装修民宿，一担担往楼上挑沙土，一
起进城办好各种证件。今年7月6日，“建
雄山庄”开业迎客，50多天里，7间客房
每天满满的，最多时住进 17人。陈明珠
快言快语地对记者算起账：到8月30日
最后一批客人离开，赚了4万多元，喂的
100多只鸡被客人吃光、买光，自家种的
黄桃也卖了1000多公斤。“生意是蛮好，
就是房间太少。”她又转过话头说，跟老
龚一起经营民宿，两人买菜、搞卫生、喂
鸡，做什么事都在一起，很知足。

李辉勇掰起指头数：今年七八月，
全村民宿收入 600 多万元，超过 20 万
元的有 5 家。“每天住村游客至少在
1200人次以上，比全村人口还多。村里
1800 亩黄桃一半被客人买走，扶
贫工作队发给村民鸡苗喂大的 2
万只鸡也被买空。”他说，一些村民
在陆续改造房屋，明年民宿将达到

80家以上。这不，村道旁，村民黄新尧夫
妻新盖的 2层小楼已落成，要抢明年避
暑档期。

记者碰上从郴州赶来度周末的唐
建平，今年 8 月,他一家在这里住了一
周，“来了就不想走，避暑游客多，大家
还代表各自入住的民宿，聚在文化广场
上赛歌，村子里就像一个小县城。”

虽在高处，已不苦寒。青竹村焕发
幸福的味道。

■记者手记

一出一进，云泥之别
谭登 颜石敦

听青竹村的故事，关于一个村庄究
竟走什么道路，朝向什么方向，这里与
贫穷的斗争足以扣人心弦。

同样是“靠山吃山”，一出一进，一
旧一新，有云泥之别。

曾经，山高水寒，地薄难收，种水稻
亩产不足250公斤，吃饭都成问题。村民
砍木头贩出山，伐木烧炭十指黑。背起
行囊出山，务工谋生，一个祖茔乡井之
地被逃离了多年。

现在，修路进山，接进网络，与山外
的繁华不再阻隔。昔日“穷山窝”种上黄
桃，3 月看桃花，7 月卖新桃。游客进了
山，民宿遍地开门，一个脱贫奔小康的
世界从此洞开。

此后，这里茂林修竹之间，人们放下
斧头，暑期奉茶忙留客，闲时除草施肥黄
桃林，坡上种药，上山护林，景美而富足。

找对发展路子，旧式“靠山吃山”换
成新型“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进得了
山，且长久。

湖南日报记者 张璇
华声在线记者 赖泳源
通讯员 蔡建业 吴巍伟

白露伊始，风起夜凉。
9月7日凌晨1时，很多人已在睡梦

中，华容县禹山镇砂山村的村民却开始
了一天的劳作。他们头戴探照灯，手持
镰刀，上船撑桨，拨醒碧绿的水面……

砂山村地处东湖之滨，围湖而居的
村民从前以养鱼为生。

对村民方德华来说，养鱼是一件“伤
心事”，因为“越养越穷”。鱼池长期投饵
施肥后，水质恶化，鱼儿难以成活，一年
到头卖鱼挣的钱甚至不够养家糊口。

2014 年，包括方德华在内的 14 户
沿湖村民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彼时，
华容正式对东湖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
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增殖模式。

砂山村传统落后的渔业之路走不
通，必须另谋出路。正当村党总支书记
魏祥云一筹莫展时，依靠种植芡实成为
全村第一个万元户的李云甫，决定成立
洞庭碧绿专业种植合作社，带领村民

“拼一把”。
芡实，是湖区常见的一种水生植物。

芡实杆剥去带刺的外皮，脆嫩爽口，即可
炒制食用，当地也叫作“鸡菱梗梗”。

李云甫的致富秘诀，就是这不起眼
的“鸡菱梗梗”。“我们种出来，真的能赚
钱吗？”有村民们半信半疑。

“芡实种植首选生态环境好的低洼
田地或池塘，我们可以先投放河蚌改善
水质。芡实采收后留下的叶片在水中腐
烂，及时清理就不会造成污染……”李
云甫带着村民来到自家种满芡实的鱼
池，让村民实地观摩，讲解从选地、催芽
播种，到田间管理、采收及留种贮存的
种植“生态经”。

现场听完课，方德华坐不住了。他
将原来的 5亩鱼池改种芡实，去年又承
包了 5 亩低洼田扩种，还套养小龙虾，
年收入已超过5万元。

在李云甫的带领下，14户沿湖村民
纷纷转种芡实，成功脱贫。合作社也越
来越热闹，40 多户村民先后入社，流转
水田近 500 亩，芡实杆产量逐年攀升，
亩产可达千余斤。

随着产量急剧增加，本地市场需求
接近饱和，村民们辛苦种植的芡实杆一
度面临滞销困境。而新鲜采摘的芡实
杆，过夜之后，口感、风味将大打折扣。

50多岁的李云甫不肯认输。他租了
一辆面包车，每天载着上百斤芡实杆找
销路。跑遍岳阳其他县区、益阳南县和
沅江的农贸批发市场，最远跑到了长沙
马王堆菜市场。从白送给商贩试卖，到
商贩上门收购，如今，许多外地商贩慕
名而来固定收购。

天色微明，水鸟掠波，野鸭觅食，小
船满载而归。采摘上来的芡实杆经过剥
皮、清洗、挑选、称重、捆扎等环节，按照

10斤一捆的标准规格，整齐堆放。
益阳人杨建秋开着三轮摩托车第

一个进了村，以 2元 1斤的价格，从 7户
村民手中收购了1500斤芡实杆，“不早
不行呢。有几家长沙的饭店联系要货，
我要赶在他们中午做生意之前送到。”

凌晨 4 时从湖北石首出发，6 时多
到村收购芡实杆的谭中平、谭小红两兄
弟，在当地做蔬菜批发，他们已连续 3
年来砂山村收购。湖北也种芡实，为什
么舍近求远进货？“岳阳朋友介绍来的，
看到这里货源充足，杆子既新鲜又有

‘颜值’，卖得俏！”谭中平说，运回去后，
只要一个下午，芡实杆就会销售一空，
十分受欢迎。

看到村里的车辆来来往往，魏祥云
既欣慰又憧憬。考虑到去年全村种植芡
实总收入超过200万元，他和李云甫计
划今年借助互联网，进一步打响砂山村
芡实的知名度，组织联系社区电商渠
道，帮助村民稳定销售市场，让大家的
生活越过越美。

■记者手记

脱贫是新奋斗的起点
赖泳源 张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托丰富水
资源的砂山村发展淡水农产品，尤其是
芡实，可谓增收致富的“神器”。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位外村的“淘
金者”。55岁的谢金华今年借住在村里，
流转5亩水田种芡实。虽是新手，一天也
有两三百元进账。

对村民来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方德华把女儿送去学习电商知识，
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李云甫曾把芡实杆
做成泡菜推广，每天上网学习如何把芡
实产业做大做强。

自从有了生态保护意识，砂山村的
产业路子才走对走稳，再次印证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曾经遍布船网的东湖，如今成为国
家级湿地保护公园。相信不久后，砂山
村的致富产业将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尹维龙

9月5日，记者走进常宁市西岭镇石
山村，但见满山绿色，一派生机：各色格
桑花明艳灿烂，火龙果基地清香四溢，荷
花园里游人采莲。

“现在村里有花有果，以前可只有石
头，村民们自嘲是‘石头村’。”50多岁的
石山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伦玉是个黑
脸汉子、身板壮实，他一面领记者参观，一
面指着宣传栏里的照片追忆往昔——一
张照片里，村里道路泥泞，石山遍布，几
间土坯房摇摇欲坠。

短短几年发展，石山村“恍如隔世”，石
山变“金山”，李伦玉带着乡亲们，硬是让昔
日一片荒芜的家园变成了如今的“俏模样”。

在我省今年 4 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考察中，李伦玉获得好评。

“不答完题绝不交卷”
石山村位于常宁市东南部，属大义

山脉山区，地势较高，山上多岩石，土地
贫瘠、资源缺乏。2014年，该村人均收入
仅2326元，是省级贫困村。

“以前我们打井都打不出水，喝水都
要去外村挑，现在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
家住村口的李丝翠大姐见到记者前来采
访，主动给记者讲起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多亏了李书记，这么多年我没见他
休息过，就是个‘铁汉子’!”李丝翠随即给
大家讲起了一段往事。

2012 年，李伦玉为了早日帮村里实现水、
电、路“三通”，成天在外跑资金、请工人,在内守
工程、解矛盾，很是辛苦。一次连续多天高强度
工作后，李伦玉突发心脏病被送入医院抢救。虽
保住了性命，但医生告知他，由于他体内植入心
脏起搏器不宜太操劳。

“你若倒下了，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
“李书记，我们都晓得你是为了村里好，但

还是身体要紧。”
“伦玉同志，你先调养好身体，等恢复好了

再为乡亲们做贡献也是一样的……”
那次出院后，家人、乡亲和领导纷纷“劝退”

李伦玉。
但李伦玉却不为所动。“不答完题绝不交

卷，乡亲们都在等着我!”李伦玉谢绝大家的关
心，坚持回到扶贫一线。

2014 年以来，借助政策东风，李伦玉向上
级和投资方争取资金826万元，完成了6公里村
组公路硬化、绿化、亮化，还解决了全村1189人
的喝水、用电问题。

最近这两年，李伦玉还帮村里28户91人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争取到易地扶贫搬迁重点项
目，让石山村安置点的贫困户们全部顺利搬迁
入住，彻底告别了“穷窝”。

发展产业“造血”脱贫
要想长效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

“2015 年以前，我家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0
元，吃饭穿衣都紧巴巴的。”村里的新晋“脱贫能
手”李伦述说。如今,他不仅在村里的石山生态种
养合作社干活，自家还种植了枳壳、玉竹、油茶，
并承包了鱼塘，全家年收入已突破10万元。

李伦述所说的合作社，于2015年在村支两

委的牵头下成立。
当时，在闭塞的石山村成立合作社

发展产业，还是一件新鲜事，村民们普遍
持观望态度。于是，李伦玉带头从家中拿
出 5万元钱，购买 60只山羊放在合作社
供村民放养获利。

不久后，敢于尝试的乡亲们尝到了
甜头。很快，村里的 66 户贫困户全部自
愿加入合作社。

“我们根据村民各自实际情况，帮助
他们发展种植中药材、养殖鸡鸭等产
业。”李伦玉说，第二年全村贫困户人均
增收2000多元。2016年底，该村贫困户
全面实现脱贫摘帽。

村民搞产业的积极性起来后，李伦
玉又依托独特地貌和特色资源，采取“公
司+合社作+农户”的模式，开发无渣生
姜、尾参等土特产品，带动贫困户从“输
血”脱贫变“造血”脱贫，“我们还采取以
奖代补的模式，引导贫困户种植枳壳500
亩、尾参300亩，每亩补贴1500元。”

李伦玉领着记者来到村里的农特产
品加工扶贫车间，乐呵呵地介绍说：“这
里把村里自产的无渣生姜、中药材、莲子
等农特产品进行深加工，不仅提升经济
价值，还吸纳了 30 多名村民务工，每人
每月少说也有2000元收入嘞。”

一心留住绿水青山
“走在石山村，清溪楼、水云间、荷花

居等建筑美不胜收，真是山水田园，别样
风情。”9月5日，来自永州的王怡君来到
石山村休闲旅游，她告诉记者，在这里丈
夫可以尽情垂钓，而她则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购买农副特产，开心极了。

李伦玉介绍，随着石山村 2017 年
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2019年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乡村”，大批游客纷至沓
来，带动了无渣生姜、尾参、枳壳、油茶等土特
产的销售，2019 年，仅土特产销售一项就创收
20多万元。

“以前这里到处都是石头，没有农活可做，
现在村里美不胜收，家家户户还都搞起了特色
种养。”村民李孝田曾为养家糊口去了广州一房
地产公司当保安，看见村里蝶变，游客剧增，
2017年回到村里创办了游乐场。

近年来，李伦玉在带领石山村聚集种养业、
加工业同时，不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相继建成
150 亩观赏荷花园、140 亩生态果蔬园、石山地
质公园、文艺展示和观赏园等景区，形成独具特
色的“荷园、菜园、公园、果园、竹园、水上乐园”
六园发展模式，带动了乡村生态游。

“随着村里生态变好、风景变美，游客越来
越多，节假日的接待量更是成倍增长。”李伦玉
说，只有守住绿水青山，才能真正为子孙后代留
下“金山银山”。

■考察调研手记
4 月至 6 月，按照省委决定，省委组织部派

出考察组，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开展专项考察调
研，了解掌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表现，发现识别
优秀干部，为基层干部加油鼓劲。

考察调研组在常宁市考察期间，当地干部
群众对李伦玉评价很高，说他对党忠诚，为人正
直，勤奋能干，乐于奉献。

考察组组长裴春雷认为，李伦玉扎根乡村20
余年，心脏靠起搏器保持正常心率。在这个被称为

“石头村”的贫困村里，他带领村民在石头缝里找
发展、寻商机，为这里安装了一颗跳动的“心脏”，
用实际行动践行“带领一班人，致富一村人”。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河

9 月 8 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以
下简称“省税务局”）发布消息称，根据已正式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除在省内暂
未发现的资源品目外，本月起我省启用 94个税
目征收资源税。

根据该税法授权，湖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
计征方式及免征减征政策与之同步施行。今后，
我省资源税计征有哪些变化？省内资源开采利
用将受到哪些影响？相关企业税费负担是否加
重？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就我省实施资源税法
的情况进行了解读。

税目从27种资源增加到94种
我国对资源征税自1984年开始，至今已有

30多年历史，但资源税税制一直在改革路上，直
到国家颁发《资源税法》。该税法规定，在中国领
域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
和个人，都应当依法缴纳资源税。

过去，我省资源税税目为 27 种，包括 10 种
金属矿税目、15 种非金属矿税目、2 种兜底税
目。此次，根据《资源税法》授权，我省共明确了
89 种资源的税目和适用税率，结合钨、钼、铀、
钍、中重稀土 5种税目全国统一实行固定税率，
共对94种资源征收资源税。

省税务局资源和环境税处副处长陈慧玲说，
我省在研究确定税率调整政策时，主要从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相关
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和长远布局需要等方面出发，
统筹考虑了湖南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地区分布、
企业税负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情况。

对轻稀土、锡、镍、钴等战略性资源，钒、砷
等开采过程对环境破坏较大的资源确定税率适
当调高；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长远布局需要
的矿产资源确定税率时适当下调。

鼓励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资源税法对税收机制作出了调节，通过法律

形式确立资源税以从价计征为主、从量计征为辅。
从量计征是指以课税对象重量、件数、容

量、面积等为计税依据，按照固定税额标准计征
税收；从价计征是以课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
位价格的乘积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难以体现

资源的稀缺程度，依据《资源税法》授权，我省对
资源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明确地热、其他粘土、
矿泉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其他 91种资源税
执行从价计征。

“在这一机制下，资源税负随着矿价的升降
而自动增减，通过市场变化规范资源开发收益
分配秩序，从而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
节约集约化使用。”陈慧玲称。

为进一步鼓励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我省还
对综合利用资源设置减免税优惠政策，并按原
矿、选矿分别设定税率，选矿税率低于原矿税
率，以鼓励企业销售选矿。

以煤炭开采企业为例，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
抽采的煤成（层）气和开采利用尾矿，免征资源税；
对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百分之三十
资源税；对开采共伴生矿，并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
开核算的，分别按照其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和百
分之三十减征资源税。

企业税费负担不会增加
“税法实施不会对我省企业资源税税收负

担产生普遍影响。”陈慧玲明确表示。
据介绍，我省此次资源税立法的基本思路是

保持税负水平总体平稳，保持现行资源税税负框
架和水平总体不变，以稳定企业预期。

资源税法实施后，省内主要的应税资源，包
括煤、铅、锌、石灰岩等都实行税率平移；税收优
惠政策项目基本平移；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长
远布局需要的应税资源税率适当下调；仅对战略
性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对环境破坏较大的应税资
源税率适当从高。

我省绝大部分应税资源是从价计征，具体适
用税率一经确定，资源税税负水平将在一定时期
内保持稳定，且企业缴纳的资源税与销售收入直
接挂钩，在销售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价格越高，
企业需缴纳的资源税相应增加，因此实际上也不
会明显增加企业负担。

“更为直接的影响是，资源税征期实现了适
当简并。”陈慧玲介绍，资源税法将资源税纳税期
限由过去规定的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
1个月改为按月或按季申报缴纳，并将资源税申
报期限由10日内改为15日内，可切实减轻纳税
人申报频次和办税负担。

本月起，我省对94种资源征收资源税——

资源税，怎么征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铁
汉
有
﹃
铁
腕
﹄
石
山
变
﹃
金
山
﹄

—
—

记
常
宁
市
西
岭
镇
石
山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李
伦
玉

高
山
民
宿

夫
妻
掌
柜

鸡
菱
梗
梗
﹃
致
富
杆
杆
﹄

9月7日，华容县禹山镇砂山村，方德华在水田里收割芡实杆。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9月5日，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环境宜人。村里有50家民宿，每年7、8月份家家客满，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