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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隶属

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

桑植白茶产于“千年红豆杉和全球野生娃娃鱼”生长

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

出了独具特色的桑植白茶。

桑植白茶按原料等级划分为四大系列，就像白族姑娘

头饰的“风花雪月”。月：芽头，如眉似月，如银似雪；雪：一

芽一叶，玉树琼枝，春雪初融；花：一芽二叶，蓓蕾初放，清韵

悠长；风：一芽三叶，姿态飘逸，迎风起舞。

在桑植县委、县政府的产业政策引领下，在省茶研所的技

术指导下，湖南湘丰桑植白茶公司与全县茶企、茶人书写了一

段“茶旅融合、产业扶贫、绿色发展”的精准扶贫协作佳话。

独具特色的桑植白茶具有“汤黄亮、味醇甜、蕴花香、回

味长”的品质特点，具有“美容养颜、降火消炎、增强免疫、抵

抗氧化”的保健功效。桑植白茶初泡花香甜香交融，复泡甜

香花香起伏。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日报社

在2017年湖南省茶博会上，桑植县获评湖南茶叶“十强生态产
茶县”，桑植白茶获白茶类金奖。

2018年，在湖南省茶博会“三湘四水五彩茶”活动中，桑植白茶
被列入“五彩茶”之一，并被评为“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大创新产
品”，特别是在第十六届中国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和袁隆
平特别奖。

2019年，“桑植白茶”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获“产
品金奖”。12月，“桑植白茶”获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认证。

多 次 获 奖桑
植
白
茶

“一县一品”公益宣传系列之桑植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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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葡萄富乡亲

姜鸿丽 杨 波 刘 杰

“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
寒。”串串晶莹剔透的碧绿葡萄，缀满
藤蔓；采摘的农人在葡萄架下小心翼
翼的剪下葡萄，装筐入篓；葡萄园外，

一辆辆货车排成长龙，满载葡萄，发往
全国各地。这一组组镜头，是初秋澧
阳平原最美的风景；这一串串葡萄，书
写出产业富民的甜蜜篇章。

8月中旬，澧县第十五届葡萄节
开幕，吸引八方宾朋。在开幕式上，澧

县县委书记廖可元激情致辞：“澧县有
湖南最大的平原，是一片适合作物生
长的地方。此前，城头山出土了世界
最早的水稻；现在，澧县又种出了全国
最好吃的葡萄。澧县葡萄必将成为一
张更加锃亮的名片。”

贫困户过上小康生活

8月中旬，笔者在樊明喜的葡萄园
看到，20多名工人正对阳光玫瑰葡萄进
行疏果、采摘。当天采摘 7000 多斤阳
光玫瑰葡萄，冷藏后第二天，被分运到
广东、江苏、上海、黑龙江等地销售。“我
能脱了贫，走上致富路，全靠这宝贝的

‘阳光玫瑰’。不瞒你说，去年收入50多
万元，我修房买车，日子越过越甜。”谈
起生活，樊明喜腼腆而兴奋地说。

樊明喜是澧县官垸镇仙桃村人。
妻子和母亲常年患病，没有劳动能力，
每年医药费需要1万多元，还有一个孩
子在上初中，生活困难，2014年成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变化发生在2014年。樊明喜遇到
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阳光玫瑰。
那一年，他和村里30多个农户，组队向
葡萄专家取经后，借了 4 万多元，尝试
种植 3 亩阳光玫瑰。由于技术经验不
足，第二年几近颗粒无收。不信邪的樊
明喜每天凌晨4时多打理园子，像照顾
孩子一样精心“伺候”阳光玫瑰，剪枝修
果，套袋管护，常常忙到晚上 10 时。
2016年，樊明喜的阳光玫瑰收入 18万
元。他越干越起劲，当年又新扩8亩阳
光玫瑰。尝到甜头的他年年扩大规模，
年年盈利满满。樊明喜一家改变负债
累累的窘境，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樊明喜生活的澧阳平原，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种植葡萄，先后引进巨

峰、红地球、红宝石无核、维多利亚、夏
黑无核、黑巴拉多、阳光玫瑰、紫甜无核
等品种试验示范，经过多年摸索，澧县
葡萄已经成为响当当的产业品牌，成为
老百姓致富的重要产业。澧县成为全
国阳光玫瑰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名
副其实的“南方吐鲁番”。

近年来，澧县以葡萄产业为依托，围
绕脱贫攻坚，紧扣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

“扬长补短”战略，通过劳动力务工带动、
利益联结带动、产业开发带动等方式，加
大葡萄产业扶贫力度。该县葡萄种植面
积已有5.95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每
亩每年劳动力支出约 3000 元，全县葡
萄园生产环节年用工总数约225万个，
加上技术服务、农资供应、销售流通等环
节，葡萄产业链提供劳动力就业资金总
量超过 2 亿元，消化本地农村劳动力 1
万多人，成为 3000 多个贫困户稳定的
家庭收入来源。一批葡萄专业合作社通
过“委托帮扶+直接帮扶”、“合作社+贫
困户”等多种模式，带动700多名贫困户
脱贫，让他们过上了小康生活。

澧县葡萄“飞”往国内外

澧县澧南镇仙峰村三组葡萄种植
户易继兵，以前种植水稻、棉花、玉米等
传统作物，由于农田用工量大、农产品
价格不高等原因，虽然种植传统农业面
积有20多亩，但还是赚不到钱。

2014 年，通过澧县当地葡萄专家

王先荣的推介和指导，易继兵把 20 多
亩农田改种阳光玫瑰，种植过程全程采
用避雨栽培。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年纯
收入竟达60多万元。他加入鑫叶葡萄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葡萄远销缅甸、泰
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易继兵种植的阳光玫瑰，备受市
场 追 捧 ，成 为 澧 县 葡 萄 产 业 的“ 新
贵”。 2012 年前，以“红地球”为主的
葡萄品种，打造出澧县“万元地”产业
发展模式。近年来，澧县不断优化葡
萄种植品种，引进个大珠圆、肉脆多
汁、香似玫瑰的“阳光玫瑰”新品种，并
拿出专项资金奖补，鼓励葡农种植阳
光玫瑰，又创造出亩均产值 3—7 万元
的收益新高。

为培育好阳光玫瑰，该县利用葡
萄产业园高度集中、冲积平原土壤肥
沃的优势，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大力
推广“避雨设施”栽培技术，成为全省
规模最大、“避雨设施”栽培技术水平
最高的葡萄生产大县。澧县坚持打造
优质葡萄产业基地，先后制定葡萄无
公害避雨栽培建园、生产技术规程、果
实分级标准等生产技术规程。该县与
湖南农业大学联合编写的“欧亚种葡
萄生产技术规程”被省农业农村厅颁
布为省级标准；与中国农学会葡萄分
会、省葡萄协会以及中国农大、湖南农
大开展深度合作，提升了全县葡萄产
业技术水平。

目前，“澧县葡萄”已获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登记，11 个鲜果产品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澧康”“农鑫”

“天成绿品”等商标市场知名度持续提
升。澧县成功注册组建澧县葡萄产业
专业合作社联，下辖 35 家葡萄专业合
作社、近 7000 个种植户，累计葡萄种
植面积 4 万亩，年产值过 5 亿元，成为
全省最大的葡萄产业实体。澧县葡萄
签约全国水果超市 8000 多家，出口越
南、印尼、柬埔寨等国家。去年，该县
完成葡萄单品出口近 450 万斤，销售
收入达 4000 多万元。

农旅融合造乡村盛景

连日来，澧县黄家套休闲农庄生

态葡萄采摘园基地迎来大丰收，吸引
众多客商、游客，前来感受采摘体验
游的乐趣。走进黄家套旅游度假庄
园 ，只 见 葡 萄 树 枝 繁 叶 茂 ，碧 云 层
叠。外间气温虽高，但园内却时不时
清风徐来。一串串红的、青的、紫的
葡萄往下吊着，让人垂涎三尺。“这个
葡萄非常甜，还有淡淡的香味，非常
好吃。”游客张晴说，她是这里的常
客。

依托葡萄产业，黄家套农庄建起
采摘通道、葡萄文化长廊和骑行绿
道，把葡萄作为特色景致融入乡村旅
游，逐渐发展成为集健康休闲、观光、
采摘、农事培训于一体的现代化农旅
体验园，每逢周末，游人络绎不绝。
黄家套旅游度假庄园负责人黄明清
说：“我们在澧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农
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接待
游 客 近 50 万 人 次 ，全 年 营 业 额 近
4000 万元，带动周边 500 来名农户致
富。最近，葡萄和时令蔬菜丰收，每
天接待游客 500 多人次，每天收入 6
万多元。仅采摘一项，每天收入 1 万
多元。”

在澧县，像黄家套这样依托葡萄
产业发展起来的农庄不在少数。澧
县县委、县政府乘势而上，科学规划
建设，打造大批包括葡萄种植在内的
绿色生态种植采摘园，形成以葡萄鲜
果销售为主，酿酒加工、旅游观光为
辅的产业发展方向，延伸休闲农业产
业链，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一批批
特色产业园正在迅速壮大崛起，成为
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如今，澧县正积极推进特色农业
强县建设，紧紧围绕葡萄产业这一特
色，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拟通过 3-5 年
努力，全县阳光玫瑰葡萄种植面积达
到 10 万亩，建设一个 500 亩智慧葡萄
园和 2000 亩高标准葡萄园，重点打
造澧水河沿线葡萄园区风景线，打造
城头山镇至官垸镇葡萄走廊，并以

“采摘+”带动乡村旅游、生态休闲产
业发展，逐步融合文化、旅游等功能，
形成生产、消费、体验相互促进的休
闲农业发展格局，打造乡村盛景。

看着串串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农们的脸上笑开了花。

澧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关于您举报某某的相关问题线
索，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近期将有调
查组与您沟通联系……”近日，慈利县
纪委监委信访室工作人员与一名举报
人联系，告知问题办理进度。

今年来，为解决重复访、越级访等
信访突出问题，慈利县纪委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探索推行信访举报办理反
馈新办法，实行“全链条”反馈制度，扎
牢信访举报“受理、流转、反馈”三个关
口，推动信访办理提质增速。

该县纪委对信访举报受理、调查、
处理三个环节的反馈作出明确规定和
要求：坚持事前甄别，第一时间核实举
报人身份信息和举报内容，拟办处置意
见，告知受理情况，确保在5个工作日内

分办处理到位；加强事中沟通，适时与
信访人进行联系，进一步核实举报事
项，及时了解检举控告人信访诉求，通
报举报件查办进度；做好事后反馈，实
名检举控告的，对相关问题查办完结
后，将相关处理结果于 15 个工作日内
进行反馈，并做好情况反馈记录，坚持
做好处置情况“回头看”，确保信访办理
质效。同时，对于涉及群体性利益、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重复信访举
报问题，还将以公开答复、公示公告等

“阳光反馈”形式进行反馈。
截至目前，该县检举控告类信访举

报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7.9%，重复访、
越 级 访 分 别 下 降 60.9% 和 24.1% 。

（代炯琼）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铺张浪费绝非小事。“小米粒”关
系到“大民生”，无论是一个家庭的富
裕，还是一个国家的强大，都离不开开
源节流、勤俭持家。

为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
会风尚，9月5日，道县举行了“厉行勤俭
节约、制止餐饮浪费”主题实践活动。活
动通过循环播放公益宣传片、发放倡议
书、承诺墙签名等形式，向市民宣传节约
美德、文明新风，引导大家养成合理消
费、文明用餐的习惯。活动结束后，志愿
者分成十个小组，进入城区大小餐饮店、
小区开展入户宣传，全力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主题实践活动引爆了道县“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新风尚，广大机关干
部第一时间投身到“光盘行动志愿者”
队伍，呈现出“人人都是监督员，处处
都有新风尚”现象。

9月7日12时整，机关食堂按点开
餐。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天取餐口出
现了小勺打菜，食堂工作人员为大家

加菜时由“大份”改为“小份”。“同志，
半份菜吃的饱吗？”“够了够了，我本来
饭量就不大，这样刚刚好。”“今天您又

‘光盘’了，真不错，为您点赞！”在食堂
的餐盘回收处，文明就餐劝导员为“光
盘”的机关干部点赞。

在机关食堂入口处设置了宣传
栏，在刷卡处、取餐处、餐桌上粘贴了

“光盘行动、节约粮食”的相关宣传提
示语，在食堂电子屏滚动播出“吃光盘
中餐，今天不剩饭”宣传语，拒绝浪费，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利
用各种宣传方式普及餐桌文明知识，
推广餐桌文明礼仪，倡导节约用餐、健
康饮食行为。

“我们将以‘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餐
饮浪费’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通过座
谈交流、积极倡议、志愿者服务、广泛宣
传等形式全面铺开，其目的是使广大市
民养成勤俭节约，改变铺张浪费的饮食
习惯，在全县形成文明、科学、健康的餐
饮消费新风尚。”道县县委宣传部部长
张穆宸如是表示。 （盘 林）

道县：“厉行节约、制止浪费”日渐成风

近日，两台满载石料的重型大货
车，趁着夜色从 G240线自南向北往永
兴县黄泥镇方向快速行驶，行至马田水
源村路段时，被正在夜间巡查执勤的永
兴县治超办综合执法大队和县交警大
队五中队执法人员查获。执法人员当
即要求超载车按治超规定卸载并对货
车司机进行了法规教育，在消除违法行
为后，移交交警部门依法处理。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活动，永兴县聚焦车辆违
法超限超载重点问题，加强重点路段夜
间巡查频次，强化路面治超管控，对县
城周边区域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行

为，保持严管态势。同时，该县还以工
程项目建设工地周边为重点，严查对存
在超限超载、改装改型、车厢覆盖不严、
抛撒扬尘污染路面等违法行为的渣土
运输车，严格按治超法规进行处罚，以
强力治超加大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
力度。

截至目前，该县发挥多部门联动协
作优势，开展车辆违法超限超载整治行
动 7 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车辆 10 余
台，有效遏制了超载运输、密闭不严、夜
间偷运、非法改拼装车上路行驶等违法
行为的发生。

（李秉钧 曾翔 马涌泉）

永兴：多部门联动夜查车辆“违超”

慈利：“全链条”反馈提升信访办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