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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乔
口镇盘龙岭村，
贫困户杨正芳收

获满满一筐荷花虾，
喜 上 眉 梢 。

颜 欢 摄

极目长沙好个秋
——解读长沙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之路

“荷花虾”开启了望城区乔口镇盘
龙岭村的好日子。昔日的省定贫困
村，随着“赏荷花、呷龙虾、当创客、住
民宿、解乡愁”的乡村旅游品牌的崛
起，村民们通过土地得租金、劳动得薪
金、入股得股金，把日子过得风生水

起。
2019 年，长沙市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2329 元，比
上年增长8.8%；农民人均消费
支出 23090 元，增长 10.2%。
2020年上半年，全市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5958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
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长沙的主政者们深知，
奔向全面小康，农民不能缺席。

在长沙，深入探索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制度衔接、力
量衔接、工作衔接，将帮扶相对贫困群
众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盘考虑、综
合施策，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
系列的长效新机制不断得以健全。

今年 3 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抓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确保高
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30条

具体措施，“真金白银”指向同一个目
标：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完
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
推行“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社会

保障”、“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等利益联结模式。望城区田心坪
村通过“龙头企业+公司+农户”模式养
殖荷花虾，农民获得 700 元/亩的土地
租金收入，参与养殖的农民另可获得
约3500元/月的工资收入。

采取“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
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跟
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
式，带动 9.37 万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
困人口人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

这是献给秋天的一份沉甸甸的成

绩单：产业扶贫方面，投入资金1.22亿
元，实施项目 595 个，实现有意愿有能
力的贫困家庭全覆盖。就业扶贫方
面，新增公益性岗位 1200 个，新建就
业扶贫车间 56 家，较好地解决了因疫
情难以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就业问
题。消费扶贫方面，组织线上促销、直
播带货等活动140余次，启动1万台消
费扶贫智能柜项目，截至 8 月底，累计
销售扶贫产品1.35亿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金秋的长沙，舒展着一
幅浓墨重彩的“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场景，还在提质，还在升
级。

下一个五年，长沙的田野，蔓延的
必是一场更为蓬勃的花期。

前 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农业农

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省会长沙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工作总抓手，全面推进改革

创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色，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今日起，本报推出“希望的田野——长沙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长沙“三农”工作的新成就、新探索，描绘乡村

振兴的精彩画卷。

王 晗 刘 帅 李 俊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言犹在耳，长沙，就打开
了它最美的季节。
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行走在秋天的长沙，仿佛行走

在唐诗宋词的意韵里。纵横的阡陌，如同周正的汉字，编织着
一个时代的颂歌。

咂摸一下那些耀目的“诗眼”吧：守护“米袋子”，近三年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 60万亩，调整种植结构 30万亩，今年
早稻种植面积达到近5年最高水平；养出“环保猪”，正大集团
5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在宁乡落地；携手“文和友”，望城乔
口崛起一座小龙虾新城；聚焦“小厕所”，两年完成无害化厕所
改造 40 万余户；引领“新时尚”，垃圾分类减量实现行政村全
覆盖；集体有威望，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走出新型村
级集体经济的长沙路径；农民得实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排名省会城市前列……

浓郁的秋色，还在不断地蔓延开来。携手奔小康，对口帮
扶的龙山等8个兄弟县齐刷刷地脱贫摘帽。

引领农业现代化、描绘小康全面化，长沙，谱写了一阕雄
浑的交响。

丰收时节，再登层楼，极目长沙好个秋。

李晓胜摇身一变，开启了直播带
货模式。这位宁乡市夏铎铺镇三赢农
庄的负责人，化身“网红”，试水互联
网。他推销的精品猕猴桃、红宝石提
子等产品一时之间成了爆款。“不是口
才好，是品牌好。”初涉直播的李晓胜
坦诚中有着些许的羞涩。

“要让长沙农产品飞得更高，走得
更远，就要插上品牌之翼。”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的方向之引，让
产品、环境、服务质量成为了长沙农业
无形的竞争力。

长沙市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着力打造特
色农业产业集群和优势农产品品牌，
加快构建具有长沙特色的现代都市农
业格局。

农业品牌的塑造，在于特色产业
的引领。于是，“一县一特”特色农业
产业全面启动。以宁乡花猪、长沙县
绿茶、浏阳油茶、望城蔬菜、小龙虾和
花卉苗木为重点，一批产值过百亿的
农业特色产业拔地而起。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型农业电商也如雨后春
笋，并培育形成了兴盛优选、搜农坊等
本土农业“电商独角兽”。

农业品牌的塑造，更在于生产关
系的创新。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搭台，新型职业农民的入社，长沙呈现
出了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土地合作
经营等崭新的模式。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2373 家，涉及
14 大类，实现了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
业全覆盖。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202家，农业规模经营比例超
过60%。

农业品牌的塑造，也在于绿色发
展的坚持。统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
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农药化肥
减量行动、畜禽养殖废弃物及秸秆资
源化利用等绿色发展举措，让绿色成
为长沙现代农业的底色。在浏阳市普
迹镇青山生态智能养殖场，标准化的

栏舍犹如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走进
其中几乎闻不见异味。据养殖场场长
朱觉兵介绍，他的养殖场采用湖南农
大零排放智能养殖系统，实现了绿色
养殖、循环利用。

农业品牌的塑造，在于优质产能
的支撑。高标准建设、高标准生产，长
沙市的农业实现了全面转型升级。推
行统一种苗、统一设施标准、统一生产
技术规程、统一投入品供应、统一病虫
害防治的“五统一”标准化生产，创建

“菜篮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59 个、
畜禽标准化养殖场963个、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157家，打造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77个。今年全市优质稻种植面积
达344.01万亩，占比达80%。

农业品牌的塑造，还在于现代科
技的驱动。依托隆平高科技园重点打
造具有影响力的“种业硅谷”，建成宁
乡花猪陈焕春院士工作站、望城蔬菜
邹学校院士工作站、长沙绿茶刘仲华
技术创新中心，2020 年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65%。

一 县 一 特 树起强农品牌

小桥、流水、人家，浏阳市官渡镇
竹联村勾勒的是一幅宜人的乡村胜
景。

瓜果菜地、乡间民宿、特色小景、
文化展馆、村民舞台，串联起一道亮丽
风景线，缀满了诗意与乡愁。农村“五
治”的竹联经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摩团打卡。

从死水微澜到波澜壮阔，村庄巨
大的反差，源自长沙市牢固树立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理
念。

近年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坚决完成农村改厕任务，

实现了行政村垃圾分类减量全覆盖，
健全了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2019 年 完 成 无 害 化 厕 所 改 造
20.9 万户，今年预计完成改造 21.2 万
户，全市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将达到
90%；2020 年将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行政村全覆盖。“治房”“治水”

“治风”取得明显成效，宁乡市大成桥
镇、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浏阳市沿溪
镇沙龙村被认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镇村，重点打造了 129个高标准的“美
丽屋场”。

同时，规范农村建房，发布《长沙
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条例》，全面

理顺农村宅基地管理职责，严格做到
逢建必审，有效遏制增量违规占用耕
地建房现象。守护美丽河流，坚决禁
捕退捕，并强化联合执法，如期完成渉
渔“三无船舶”清理。

长沙的美丽乡村不仅有面子，更
有里子。按照“参股不控股、服务不经
营”的新型发展思路，鼓励集体经济组
织采取股份制、租赁制、合作制等方式
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服务现代农业企
业、分享现代农业成果，走出一条市场
化、低风险、可持续的新型村级集体经
济长沙路径。

以消除年收入 20 万元以下村为
重点，全面推广了特色养殖“双江口模
式”、特色种养“乔口模式”、产业培育

“鹊山模式”、农旅结合“慧润模式”、资
源开发“梅田湖模式”，促进村级集体

经济加快提标提速。截至今年 8 月
底，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
入全部超过5万元，其中675个村收入
超过 20 万元；新消除 20 万元以下村
242 个，已超额完成全年提标任务。
集体经济的振兴，增强了农村基层组
织领导力，提升了乡村治理内驱力。

美丽的乡村，回流的不仅是村民，
踏访的更多是游客。

即使在疫情的影响下，长沙市相
继启动“春暖花开·乡约长沙”“夏之
恋·乡约长沙”主题活动，乡村旅游消
费节赢得了满堂彩，组织了帐篷节、美
食节、泼水节、亲子研学等各类休闲旅
游促消费活动 250 余场，乡村旅游增
长势头持续向好。现代农庄达到了
1570 家，年接待旅客数超过 3500 万
人次。

一 村 一 景 绘就美丽乡村

一 户 一 策 绣出小康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彭云龙 陆雯

9月26日清晨，新晃侗族自治县鱼
市镇斗溪村，天马金果葡萄种植基地
里，果香四溢、欢声笑语，20多个村民正
在采摘像黑玛瑙般诱人的葡萄。

葡萄基地边，停着 2 辆贵州牌厢式
货车。正将一筐筐葡萄搬上货车的张良
灼笑着告诉记者，20公斤一筐，上午10
点前，要装满 200 筐发往贵州省天柱
县。“已连续 10 天向贵州发货，每天至
少2车，基地的葡萄已卖掉近一半。”

张良灼，今年36岁，一家5口人，因
家人生病和缺技术致贫，2014年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不过，在国家扶贫政策
的帮助下，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4 年 10 月，张良灼享受政府贴

息贷款 5 万元，与村里其他 9 名贫困户
一同加入天马金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跟着村里能人种植葡萄，目前他家
葡萄种植面积达30余亩。

“政府对我们贫困户是实打实的
好，不仅派我们去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学
习技术，还给葡萄基地修建灌溉工程。”
张良灼的妻子姚秀云说，加入合作社
后，她在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老人小
孩。2019年，张良灼30多亩葡萄分红就
有12万元。今年收入不会比去年少。

据了解，新晃有 421个农业专业合
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等经营模

式，已帮助4.5万余人脱贫增收。
其实，张良灼不仅产业发展上得到

帮扶，还享受到了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建房每人补贴3万元。2017年，他一
家顺利住进 120多平方米的新房。一楼
是厨房、厕所和储物间，二楼是客厅和
卧室，布局合理、实用，又十分温馨。

“根本不敢想象，短时间内，党和政
府帮我们实现了安居梦。”张良灼回忆
说，家里当时就是 2 间烂木房，一下雨
便渗水，也没有像样的厨房和卫生间。
现在，马路硬化到家门口，自来水直接
入户，屋里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都有

了……日子过得比葡萄甜。
2018 年底，张良灼一家顺利脱贫，

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他说，脱了贫，好
日子才起步，要铆足劲奔小康。

来自贵州省天柱县的水果批发商
彭三哥说，他连续 4年来斗溪村采购葡
萄，看到斗溪村一年一个变化，建新房、
买小车的多了，百姓越来越幸福。

谈及未来的打算，张良灼表示，新
晃黄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市场前
景好，他准备在搞好葡萄种植的同时，
大力发展养牛产业，做到小康路上不
掉队。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几场秋雨过后，多了一些凉意。而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和平村，蔬
菜大棚里依旧温暖如春。

脱贫户杨玉华正忙着将辣椒装箱，
一箱箱辣椒被垒得高高的，将她衬托得
更加娇小。她笑着说：“这是我的‘致富
棚’。在这务工，既能照顾家里，又能领
工资，年底还能分红，真好！”

和平村地处湘桂边界，背靠金紫山，
浆水河将村子一分为二。地理环境相对
闭塞，又缺乏集体经济，全村共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113 户 438 人，贫困人口比例
高达45.72%，被列入省级深度贫困村。

2018 年，省林业局驻村帮扶工作
队进驻和平村，经过细致走访了解到，

2017 年村里遭遇特大洪灾，不少公路、
桥梁、河堤、稻田、房屋等水毁严重。

帮扶工作队为村里开出了第一张
“治穷药方”：加快灾后重建工作，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工作队先后投入
1800余万元，硬化道路15公里，整修加
固河道 2.2公里，新修大小桥梁 6座，整
修加固大小垮方滑坡30余处，整修水毁
道路500余米，灾后复垦土地60余亩。

崭新的桥梁、平整的村道，点燃了
村民致富的信心。帮扶工作队紧接着开
出第二张“药方”，针对缺乏村集体经济
的情况，打造大棚蔬菜、林下中药材种
植等绿色产业。

驻村当年，帮扶工作队立足该村实
际，组织成立林丰缘种养合作社，引进
成熟的农业产业公司，实施“公司+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先后打造 70 亩高
山蔬菜大棚、150 箱林蜂养殖、30 亩天
麻及七叶一枝花等林下中药材种植。84
户村民入股合作社成为股东，其中贫困
户60户，优先安排贫困户务工。

“以前深圳、老家两地跑，如今在家门
口有了工作，舒心多了。”35岁的脱贫户
何爱良说。为摆脱贫困，何爱良在深圳务
工多年，妻子带着2个孩子在家，刨去吃
住等开销，一年到头，两手空空。合作社成
立后，何爱良回村成了合作社管理人员。
一个月工资2500元，加上年底分红900
元，去年何爱良收入3万多元，顺利脱贫。

产业兴旺，村民增收。2 年来，合作
社实现产值170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16万元，为村民增加劳务收入约120
万元，根据贫困户的入股资金，年底还能

拿到 20%的分红。今年，和平村再投入
100余万元，新建一个高标准智能温室大
棚，与农业产业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年
3万元的价格出租，为村集体经济“加码”。

“第三张‘药方’，是践行‘两山论’。和
平村地处南山国家公园保护区内，要守好
绿水青山，为村里留下‘金山银山’。”帮扶工
作队队长胡杰说。为此，工作队妥善解决
村里多年的林权纠纷，村民如愿拿到林权
证。全村37名贫困户当上南山国家公园
的生态护林员，每年增收1万余元。

2019 年，和平村贫困户全部脱贫。
该村党支部书记杨进敏说：“三张‘药方’
拔‘穷根’。如今，村里面貌焕然一新，新
建的文化广场和休闲公园成了村民休
闲的好去处，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村
民们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希冀！”

和平村：三张“药方”拔“穷根”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滕
林林 记者 孟姣燕）携 程 今 天 发 布

“2020 国庆新跟团复兴报告”显示，今
年国内旅游者更愿意为高品质跟团产
品 买 单 ，自 由 小 型 的 私 家 团 增 长
100%，张家界是游客最喜欢的跟团游
目的地。

今年国庆长假，游客喜欢报团去哪
里跨省旅游？携程数据显示，从报名人
数看，张家界、北京、三亚、兰州、贵阳、
丽江、桂林、昆明、九寨沟、西安，是游客

最喜欢的跟团游目的地。
从国庆携程私家团的订单和增长

看，今年甘青宁最火，大西北边疆地区
的自然与文化独具魅力。美食是旅游的
一大招牌，美食私家团以长沙热度最
高，深受年轻人喜欢。

今年国庆长假，中高端出游趋势明
显，私家团旅游哪里更火？携程发布的

“国庆十大私家团人气目的地”是：呼伦
贝尔、丽江、西宁、三亚、呼和浩特、兰
州、成都、贵阳、张家界、银川。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
今天14时30分，12台SWE215ERC智
能挖掘机从山河工业城出发驶向全国
各地。这是全国首次智能遥控挖掘机大
批量发货，山河智能也因此成为全国首
家实现智能遥控挖掘机批量销售和工
程化应用的工程机械企业。

随着施工领域的扩展，尤其在强震
灾害、排爆抢险、强污染源等极端环境
下，传统挖掘机的不足日趋凸显。研制
具备远程及自主作业能力、恶劣环境适
应性强等特点的智能挖掘机，是行业和
市场大势所趋。

山河智能特种装备研究总院副院
长刘昌盛介绍，SWE215ERC智能挖掘

机融合了智能化控制技术、传感器技
术、无线通信技术、远程监控技术，能够
实现超视距挖掘机施工作业，具有低延
时、遥控距离远、360度全景监控、视觉
跟随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煤矿深井、
抢险救援等特殊工作环境和国家重大
工程项目。遥控智能挖掘机在 4G 网络
条件下，可遥控操作距离达 3000 米；
5G 条件下，理论上说，5G 基站建到哪
里，挖掘机就可到哪里。

早在 2009 年，山河智能就开发出
了国内首台商品化遥控挖掘机，目前已
形成涵盖微、小、中、大型的系列智能化
挖掘机产品，在智能挖掘机领域的技术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批量智能遥控挖掘机
从长沙发往全国

山河智能成为全国首家实现智能遥控挖掘机
批量销售和工程化应用的工程机械企业

国庆长假跟团游游客最喜欢去哪

张家界名列第一
美食私家团长沙热度最高

斗溪村：“日子过得比葡萄甜”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