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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10 月 31 日，农博会再次点燃长沙。
不一样的是，本届农博会，不少展商有了
新“玩法”。

茶叶企业的展位上不只摆张茶桌、
沏茶迎客，而是把奶茶店“搬”了进来；芦
笋展商不再一个劲地推介芦笋，而是带
来了奇特的芦菇；养殖小龙虾、种植柑橘
的企业也别出心裁，在农博会上招揽“游
客”，邀请他们前去自己的基地游玩……

农博会不一样的热闹背后，是一些
农业龙头企业打通一二三产业的创新实
践，是湖南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生动体现。

茶叶店变奶茶店
三产打通价值高

芝芝乌龙、芝芝茉绿、乌龙啵啵烤基
诺……各式奶茶一应俱全，墙边的展柜
上还摆放着文创茶杯，让人好奇：这农博
会上，怎么还有一家奶茶店？

在湖南品牌展馆的湖南茶业集团展
位，时尚清新的“茶守艺”奶茶店“开张”，吸
引了市民前来尝鲜。今年湖南茶业集团别出
心裁，把奶茶店“搬”进展位，现场做起奶茶。

“制作奶茶用的茶叶都来自集团茶叶
基地。”“茶守艺”品牌经理陈志斌介绍，湖南
茶业集团在“湘益茯茶”“臻溪”“白沙溪”等
品牌基础上，培育了新茶饮品牌“茶守艺”。

“茶守艺”不仅使用基地的茶、加工
茶粉，还向第三产业延伸。今年7月，“茶
守艺”在长沙解放西路湘茶大厦开出了
首家奶茶旗舰店，成为茶产品和茶文化
直接对接消费者的窗口。

雪顶天尖，千两水果、茯茶奶昔……
无独有偶，安化黑茶也衍生出“安化奶
茶”。在“安化黑茶”展位，湖南阿贵科技

有限公司正忙于对接加盟商。公司负责
人介绍，安化奶茶创新加入了安化黑茶，
添加本土蜂蜜，正对接安化的奶品、水
果、花生等供应商。

“茶产能面临过剩危机，不少传统茶
叶企业没有深加工，难以实现高附加
值。”陈志斌说，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没有
原叶茶消费习惯，把饮茶变茶饮，打通一
二三产业连接链条，茶叶身价倍增。“现
在我们做的就是对丰富的茶叶资源综合
利用，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芦笋畅销芦菇俏
芦苇场转型升级

“沅江芦笋”展位，一朵朵芦菇探着
圆圆的“脑袋”，散发出鲜香的味道。

连续6年参加农博会，“沅江芦笋”品
牌已形成气候。今年新推出“沅江芦菇”，
令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见过芦苇，或许
吃过芦笋，但芦菇可能没有听说过。”湖
南祥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建德
说，在洞庭湖腹地，沅江市盛产芦苇，当
地人凭借此天然优势，挖掘芦笋。

近年来，沅江小造纸厂关闭，芦苇场
生计艰难。芦苇荡出产的芦笋，却成为美
食新宠。清水芦笋罐头、芦笋面条、芦笋
饼干、芦笋饮料等特色食品畅销北京、广
州、长沙等大城市的高端酒店，在农博会
上也颇受广大市民青睐。

“这一朵朵芦菇，是今年最大的变
化。”曾建德说，芦菇是以芦苇为基料培育
的食用菌。作为造纸原料，芦苇亩产值不
到400元；而作为食材芦菇，亩产值可达
4000元。芦菇深加工产品的价格更是呈
几何级数提升。

“目前，以芦菇、芦菇酱为中心，我们
还开发出了芦菇牛肉汤、芦菇芦花鸡、凉
拌鸡枞芦菇等特色菜品。”曾建德说，从

一产业向二产业进军，是种植企业以后
必须走的一条路，改变以鲜销和初加工
产品为主的粗放模式，不断向“深”和

“精”发展，围绕芦苇荡还可大做旅游文
章，迎来更大舞台。

养殖基地变景区
农博会上揽游客

“收购、活虾挑选、清洗、消毒、烹制、
摆盘、液氮速冻、成品包装、冷链物流，沿
着工厂的参观通道，可以了解一只小龙
虾如何爬上您的餐桌。”今年参展农博
会，除了来推介小龙虾，南县顺祥食品有
限公司营销总监张进，还有更重要的任
务——为其养殖基地“吸粉”，邀请大家
前去参观。

张进说：“到我们的基地，对城里孩
子来说，是一次近距离了解小龙虾的好
机会；对家长来说，又能亲眼看看企业的
生产流程，更放心地选择我们的产品。”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有3.8万亩小龙虾
原生态养殖基地，是湖南规模最大的小龙虾
养殖基地，今年已有500个团队前往参观。

张进介绍，公司目前正在把1.1万亩
养殖基地打造成湖南最大的小龙虾主题
景点，开展美食体验、亲子互动、知识科
普等板块。“依托特色产业基地，发展乡
村旅游，前景一片光明。”他说。

“橘子红了，漫山遍野，整个回龙圩
就像在橘园里。”在逥峰蜜柑专场推介会
上，永州回龙圩管理区副主任何科不仅
夸赞蜜柑，也发出邀请，请市民来山里尝
尝鲜。他介绍逥峰蜜柑好吃又漂亮，种植
基地“颜值”更高。回龙圩管理区66个村，
农村环境好，条条道路通果园，依托千亩
茶园、回龙湖、高尚湖原始次生林，正在
打造3A级景区，去年已接待游客7万多
人次。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张
尚武）“国保名猪”——湘潭沙子岭猪
以开发促保种，加快打造优质湘猪产
业链。农博会上，沙子岭猪开发的系列
产品在美食馆、地标馆、品牌馆齐齐亮
相，让市民看到“风口的湘猪”从湘潭
沙子岭“起飞”。

美食馆里，人头攒动。色泽红润的
红烧肉出锅。主持人推介，根据毛氏红
烧肉地方标准，菜品制作精选沙子岭
猪的五花三层带皮肉，按传统工艺烧
制，肥而不腻、味道香浓。利用农博会
平台，湘潭市推介沙子岭猪，做出 36
道菜品，由观众打分，筛选出“全猪
宴”，让逛展市民体验“儿时的味道”，
把美食馆的人气推向高潮。

在地标馆，省绿办专家也为沙子
岭猪当起讲解员。沙子岭猪主要产自
湘潭、湘乡、韶山、雨湖等县市区，红
薯、米糠、菜脚叶喂大。从现场摆放的
模型看，沙子岭猪“点头墨尾、无斑花、
短嘴筒，蝴蝶耳、牛眼睛、筒子身、半腹
肚”，体质相当结实。这一经过当地长
期驯化形成的优良猪种，位列中国名
猪第六，经农业农村部认证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

在品牌馆，湘潭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吴买生现场推介，沙子岭猪具有
耐粗饲、适应性广、抗病力强、瘦肉率
高、肉质鲜嫩、营养丰富等特点，是极
为珍贵的遗传资源。连续 10 多年，湘
潭市组织专家攻关，用好种质资源，成
功培育出省内首个畜禽配套系“湘沙
猪”，以开发促保种，沙子岭猪种群扩
大到近 30 万头。湘潭市提出，沙子岭
猪要打造百亿产业，借助农博会平台，
打响“全猪宴”品牌，是关键的一步。

据湘潭市副市长刘永珍介绍，近几年，市政府每年
拿出逾1000万元，加快沙子岭猪产业升级，基地布局
从禁养区向适养区转变，养殖方式从分散养殖向适度
规模转变，产业发展从单纯养殖向全产业链转变，加快
高质量发展步伐。

国家重点建设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优质湘猪
位列其中。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餐桌搞
开发，沙子岭猪“36变”，为打造优质湘猪产业集群提供
了样板和经验。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11 月 2 日上午，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W2馆，长沙市民田雨看到洞口县的水果
展位，急匆匆地走了进去。

尝了半个橘子，他便双手一拍，竖起
大拇指感叹：“就是当年那个味道！这几
盒我全要了。”

农博会 11 月 3 日才闭幕，但洞口县
带来的雪峰蜜橘，此时只剩下最后4盒。

农佳好伙计公司相关负责人杨群没
有完全满足田雨的需求：“我们只能卖给
您1盒，剩下的要留着继续给大家尝味。”

“1 盒就 1 盒吧。”还没问价钱，田雨
便掏出手机，准备用微信支付货款。

“这 1 盒是 5 公斤，我们平时在线上
卖，包邮一共78元。现在带到农博会上展
销，只图让更多消费者尝到雪峰蜜橘的
美味，1盒只要50元。”杨群介绍。

雪峰蜜橘是洞口县的特产，周恩来
总理在 1973 年亲自为其命名“雪峰蜜
橘”。2007年，雪峰蜜橘被认定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

1979 年，在部队服役的长沙伢子田
雨，第一次吃到洞口战友带来的雪峰蜜
橘，从此对其念念不忘。退役转业回到家
乡后，田雨便想去市场上买雪峰蜜橘解
馋，维系“味觉的记忆”。

“我家就住在长沙的毛家桥水果批
发市场附近，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那里去
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雪峰蜜橘。”
田雨说，这些年来，他想过像年轻人一样
网购雪峰蜜橘，可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分
辨不了真假，也只好作罢。

事实上，作为洞口县的电商平台龙头之一，农佳好
伙计公司去年的雪峰蜜橘网售收入超过1500万元。杨
群告诉田雨，“农佳好伙计”上的雪峰蜜橘，都是在当地
精挑细选出来的，果型、大小、甜度等都有统一标准，可
以放心下单。

“感谢农博会，我终于在长沙买到了雪峰蜜橘，而
且以后也不愁买不到了。”田雨用手机扫了扫农佳好伙
计公司的网购入口二维码，往下一个展位逛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对不起阿姨，这个不卖。”别的摊位
都在揽客卖货，长沙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展位负责人周茂却一直笑着拒绝。

“刚有个奶奶非要买丝瓜，没办法，
送了她一根。”11月2日，周茂告诉记者，
他们这次带来6种新研发出的当季蔬菜
样品，其中一些是首次亮相。丝瓜、苦瓜
根根新鲜，辣椒掰开清香喷鼻，引得过往
市民不停问价，但苦于不少品种还没面
市，无法售卖。

记者拿起一根丝瓜，粗壮紧实。这是
新丝瓜品种碧玉一号，肉厚味甜，下锅不
黑汤，即将推向市场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为永州名菜——苦瓜酿肉“量身”研
发，代号为K10的苦瓜；一亩地产量能达
1500公斤的长研青香辣椒；耐运输、且花
柱头小的老长沙肉丝瓜的改良品种……

新品种优质蔬菜让人大饱眼福，新
奇的种植方式则让人大开眼界。

湖南农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
位上，每一个棋盘格大小的泡沫格里，都
种植着一株蔬菜苗：芹菜苗、花菜苗、辣
椒苗……株株苗叶饱满，生长出一片盎

然的绿意。
这个季节还有辣椒苗？种在这里面

就能成活？大爷大妈看了疑惑不已。
拔起一株花菜苗，白色的根系紧紧

缠绕在一块小小的黑色“泥土”里。展位
负责人聂经理解释，这不是真的泥土，而
是由椰糠等制成的有机基质，可为种苗
提供营养。

“今年‘非接触’火了，我们蔬菜育苗
也讲究‘非接触’。”聂经理说，这种无土
漂浮育苗技术，可以将蔬菜和土壤中的
污染物隔绝开来。

近几年，湖南农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不断研发、应用和推广水培漂浮、水
培嫁接等先进农业技术，培育优质种苗，
目前已成为我省最大的辣椒苗供应商。

无土培育出的种苗，成长时也可以
不用借助土壤的帮忙。

在益阳蔬菜展区，一株株上海青像
一个个水培小盆栽，立在透明的玻璃杯
里，翠绿可爱。

这是赫山区竹泉山智慧农业第一村
引进的新技术——RFS自动化水培种植
系统和NFT果蔬基质栽培技术，在全自
动化的温度、湿度等调节下，绿色有机的

蔬菜，仅凭营养液即可生长成熟。
蔬菜成熟上市，逛农博会的市民

就像掉入了“菜园子”。长沙市民唐奶
奶在岳阳蔬菜展区买了好几袋茄子和
辣椒，“昨天来买了，又新鲜又好吃，今
天又来买。”

而被称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的
“湘江源”蔬菜，因其好品质，买菜全靠
抢，记者10时多到展区，冬瓜、黄花菜等
22种新鲜蔬菜全被抢购一空。

“卖完了，没货了！”北湖蔬菜协会的
食用菌也是展区的“香饽饽”，农博会开
展第3天，郴州绿之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库存已被买空。

新鲜蔬菜人人爱，保鲜却颇有难度。
湘潭市俏仙女农牧有限公司带来了

气调保鲜装蔬菜，跟一旁没有包装的蔬菜
相比，在展馆放置了3天，气调保鲜装中
的秋葵、辣椒等蔬菜依然鲜绿饱满，每盒
分量固定、价格透明，颇受年轻人欢迎。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今年开始
采用氮气保鲜的包装技术，蔬菜常温可
保鲜1周，“社区团购、线上配送等新消费
形式兴起，对蔬菜的储存和运输提出了
挑战，蔬菜也要跟上时代发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奕楠

“这米跟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香
软细滑，越嚼越甜。”11月2日，前来农博
会逛展的刘女士在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
司展区尝了一碗米饭，又盛了一碗米粥，
对瑶珍香米赞不绝口。

“湖广熟，天下足。”在农博会 W1
馆和W2馆，湖南粮食企业集中亮相。其
中，“洞庭香米”单独设置了专题展馆，环
洞庭湖地区稻米产业联盟企业也悉数

“登台”。
近年来，全省粮储系统敏锐地把握

国家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契机，全力
推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
同 、“产购储加销”五优联动，加快构建
以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以龙头企业品
牌为骨干、以产品品牌为支撑的湖南粮
食品牌体系，在推进产业向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产品玩出新花样

只要8分钟，就能吃到一份香喷喷的
热饭热菜。在粮食展区现场，工作人员打
开一份名为金健米色米味拌饭的冲泡拌
饭，大小接近于小碗方便面。倒入开水后，
不久便有米饭的香味飘出，再拌上酸豆角

肉末、外婆菜肉泥等多种口味湘菜，一碗拌饭就做好了。
“米饭口感软糯，跟电饭煲煮出来的一样好吃。”前

来试吃和购买的多数是90后、00后。“懒宅经济”的消
费特点对传统食品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省事，又要方
便、营养。

湖南省军粮放心粮油有限公司出品的老谷仓自热
米饭像是冲泡拌饭的升级版，有红烧牛腩饭、腊味合蒸
饭等。每一份里都含有一个方便米包、一份主菜包、两
份配菜包。使用方法与冲泡拌饭相似，成品却是一份诱
人的盖码饭。

同样是速食产品的猪油拌粉、速冻米饺等也受到
年轻人追捧。

在湖南多多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展区，“养生挂面”
引得不少人尝鲜。

“公司主打的是枸杞百合面和苦荞苦瓜面。”湖南
多多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卢静告诉记者，比起普
通挂面，这两款挂面价格稍高，一份16元，但回购率也
很高。虽然展区不大，但展会期间，公司的日销售额都
在千元以上。

粮食生产智能化

瑶珍香米为何令人啧啧称赞？公司董事长蒋珍凤
说，公司将瑶族山区优质的自然条件与智能化生产相
结合，保证了稻米的原汁原味，还不会因为储存而降低
品质。

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开始整体
实施稻谷加工智能化改造工程，2016年11月完成，成
为湖南省首个集稻谷烘干、仓储、加工于一体的全自动
化、全智能化的稻谷收储、加工处理系统，生产技术水
平省内领先。

“优质稻米不是加工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蒋
珍凤说，瑶珍香米对种植和储存环境要求极高。

公司实行严格的水土检测、原粮检测、加工检测到
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质量监控，以及从田间到餐桌的可
溯源管理，将大米原粮采用低温烘干、智能仓储的方
式，有效控制虫害发生和保证稻谷新鲜，不需要使用化
学农药。

近日，南县茅草街的连片虾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
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将一垄垄水稻收割、
脱粒、装车，好一派繁忙的收获场景。

“今年采用了全信息化操作，一车粮食入库平均只
需半小时。”南县粮食行业协会会长陈治国介绍，今年
的秋收遇上了阴雨天气，但由于采用了机械化管理，并
没有对秋收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南县，粮食存储已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粮仓的粮
食品种、数量、湿度、温度等数据会以三维立体图实时
展示在中心控制室的电脑上。

南县今年共有中稻面积50万亩，通过农业部门测
产，亩产达到了550公斤，比去年增产21公斤，南县虾
稻米也在今年的农博会上打出了品牌。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谢国政）农博会上，新型
农业机械受青睐。据组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开展以来，累计有5万人次逛现
代农业装备馆。农机展馆人气旺，展出
了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本届农博会，现代农业装备馆面
积达 1.3 万平方米，是占地最大的展
馆。工作人员介绍，100多家农机生产
企业参展，包括中联、沃得、雷沃、东方
红、久保田、约翰迪尔等知名品牌，产
品涵盖耕、种、收、植保、畜禽养殖、设
施农业、农产品加工等 12 大类，共展
出1257台（套）机具与装备。

今年来，省委、省政府启动农机推
广服务“331”工作机制，通过财政资金
投入3亿元，撬动购机资金30亿元，实
现购机补贴发放超过10亿元，为农机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拓展空间，注入强
大动力。借助农博会平台，积极落实

“331”机制，省里推出多项惠农政策，
以厂家让利、累加农机购置补贴、财政
贷款贴息、现场手机APP办补等政策
措施，推动提升全省农业机械化水平。

记者现场获悉，农博会推出“农机
超市·轻松购”现场购机活动，对今年纳入中央农机购置
补贴的产品再给予5%的累加补贴，调动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购机积极性，水肥一体化智能装备、猪场自动化饲
喂线、远程水质监测系统等高端智能装备走俏，水稻生产
机械中，烘干机、碾米机等主推产品成为“抢手货”。

汉寿县金穗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洞庭
湖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渐成主流，大中型农机作业效率
高，一年内即可回本，购机大户有利可图。

近年来，全省通过深入实施三个“百千万”工程和
“六大强农”行动，今年又实施农机推广服务“331”工
作机制，湖南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进展。预计今年全省
农机装备总动力达到6550万千瓦，稳居全国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武冈香干、龙山百合、新疆灰枣……
11月2日，老家云南的唐先生在农博会购
物完毕，双手提着满满当当的“战利品”，
准备邮寄回家。

“有快递服务真是太方便了！”唐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在长沙工作，每次回老家
都会给亲朋好友带不少湖南的特产，今年
因为疫情，回家次数少，今天借着农博会
的契机，不仅将湖南的好货“一站式”买
齐，还买了不少其他省份的优质农产品，
一起寄回云南。

记者看到，湖南电商展示专区特别设
置快递服务，让大家在场馆内即可将农产
品邮寄到家。

在京东物流展位，快递员忙着给两瓶
茶油打包。他说，农博会快闭展了，大家购
物热情高涨，单量也不少，一天要打包几
百单，大多是油和坚果干货类的产品。

“生鲜也可以快递，我们保证，买到是
啥样，收到货就是啥样。”快递员说，在馆内提供快递服
务，大家就不用提着沉甸甸的农产品到馆外另找快递
网点邮寄，省了不少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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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业新融合，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博会奏响“田园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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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新品首次亮相、栽培技术讲究“无接触”、氮气保鲜可长达1周——

“蔬菜也要跟上时代发展”

办好中部农博会
助力脱贫奔小康助力脱贫奔小康

小图：11月2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农博会832扶贫专场
采购订货会上选购湘西苗家“土特产”。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唐俊 摄影报道

大图：11月2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农博会832扶贫专场
采购订货会上选购“土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