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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霁天晴，春风习习，邵阳县蔡桥

乡水口村漫山的优质茶油林愈加青翠

欲滴。2 月 28 日，3 名县科技特派员来

到该村开展科技培训服务活动，现场为

30 余名村民传授油茶肥水管理、定干

定型修剪与林间套种技术，推动特优油

茶产业加快发展。

近年来，邵阳县把油茶传统特色优

势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争创了中国

茶油之都等 13 个国家级品牌，油茶林

总面积发展到 72.8 万亩，实现产业年产

值 29.4 亿元，走出了一条地域特色鲜

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

联结紧密的产业振兴之路，为推动乡村

振兴注入“活水”。

高位推动聚合力

“坚持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入手，

汇聚特优油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共

识共为。”日前，邵阳县油茶领导小组针

对乡镇场油茶生产和县直机关单位油

茶生产联建考评提出新设想。

近年来，邵阳县把油茶产业作为富

民强县的第一产业来定位，作为全县农

业优势特色产业的领军产业来扶持，出

台了特优油茶发展全产业链扶持政策，

成立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组长，

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具体抓的油茶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县政府直属正科级

机构油茶产业服务中心，建立党委、政

府一把手负总责、抓全盘的油茶发展机

制，与乡村振兴同规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

同时 ，将油茶产业发展纳入绩效

考核范围，开展乡镇场油茶生产和县

直机关单位油茶生产联建年度考评，

建立油茶生产重点监管机制，确定乡

镇场为油茶生产重点监管单位，对连

续两年列为油茶生产重点监管单位的

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对乡镇场党

委书记、乡镇场长进行诫勉谈话，从制

度保障压实联点创建单位责任制，自

上而下凝聚了油茶发展共识，全县油

茶发展活力迸发。

提质升级促融合

日前 ，邵阳县引进润丰千里研究

院，联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

队与罗锡文院士团队，拟成立茶油之都

研究院，开展人工智能油茶机器人的研

发、实验，着力补齐油茶科技短板。

为聚力打造“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大

县”，力促特优油茶产业实现深度融合

发展，邵阳县委、县政府按照“基地提

质、链条补齐、品牌做强”的发展思路，

加快推进油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县里整合资金投

入，建立财政、银行、企业、合作组织、农

户五位一体投入机制，对新造油茶林和

油茶低产林更新改造、抚育改造、品种

改造政策性奖补标准提档升级，先后累

计新造油茶 27.6 万亩、实施油茶低改

15.4 万亩。目前，全县共培育油茶种植

个体大户 382 家、家庭农场 5 家、专业合

作社 116 家、公司 24 家，其中省级示范

社 4 家、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 1 家、

省级龙头企业 6家、市级龙头企业 9家。

该县还超前布局建强加工体系，新

引进湖南省东方油茶全产业链服务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中国油茶科创谷首个

油茶鲜果加工与交易物流示范基地，扶

持 引 导 10 家 茶 油 小 作 坊 提 质 升 级 改

造，出台了邵阳茶油团体标准，推进“邵

阳茶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换标，全面

提升了邵阳茶油精深加工产能和品牌

价值。

健全机制拓增收

“务工有收入，基地有分红，油茶产

业搞得。”1 月 18 日，邵阳县蔡桥乡尹有

生高兴地从邵阳县怡悦油茶专合作社

老 板 周 根 生 手 里 领 取 全 年 油 茶 分 红

3600 元。据了解，邵阳县怡悦油茶专

合作社现有入社人员 7167 人，共完成

油茶造林 1.2 万亩，通过合作社+基地+

农户发展的模式，与群众签订劳务用工

合同，解决了 1200 多人的就近就业问

题，每年发放用工工资 400 多万元，帮

助当地群众年均增收 3300 元以上。

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县委、县政

府成立了邵阳县油茶产业协会和邵阳

油茶产业研究发展促进中心，着力引导

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与农户建立契

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合作方式，把利

益分配重点向产业链上游倾斜，切实解

决油茶种植农户的“急难愁盼”问题，为

乡村振兴工作添砖加瓦，确保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据了解，该县通过林地流转实现以

地增收、劳务用工实现以劳增收、入股

合作实现分红增收、生态保护实现护林

增收、自主造林实现长效增收等增收模

式，先后带动 9.6 万农户 31.2 万人，人均

油茶收入 9000 余元。

邵阳县特优油茶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林科人员在蔡桥乡水口油茶基地指导农民管护油茶林。
（邵阳县委宣传部供图）

2 月 24 日上午，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梧桐社区在凤凰小学

开展了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在学校的配合下，志愿者们早早作好准备工作。课间休息时，老

师和学生们来到操场，有的认真阅读宣传册页，有的仔细观看展板图

片，有的围在宣讲志愿者身边，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大麻是什

么？”“笑气是不是让人笑得停不下来的东西？”“是不是不能吃陌生人

给的东西？”“这个魔幻蘑菇跟草地上长的蘑菇有点像……”

在教室里，宣讲志愿者介绍了毒品、艾滋病的常识，同学们听得津

津有味，到了提问环节，“我知道、我知道……”争着回答的声音此起彼

伏，高高举起的小手让志愿者应接不暇。

此次活动，禁毒防艾宣传志愿者共发出宣传资料 1000 余份，接待

咨询师生近 1000 人次。通过宣传，加深了青少年学生对毒品危害的认

识和理解，提升了他们识别、防范、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学生们纷

纷表示，今后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坚决抵制毒品的侵蚀，同时也会做个

小小志愿者，积极向亲人、朋友宣传禁毒知识。 （周青云 陈程）

禁毒防艾，凤凰小学开学“第一课”

肖功为

“十三五”时期，湖南省旅游业发展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21 年全省旅游产

业规模逼近万亿大关，并将成为湖南的

第四个万亿产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全省旅游业发展方式还较粗放，信息化

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质量旅游

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必须立足省情、着

眼未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我省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旅游高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党委、政府把

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发展的作用。

主动做好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长征文

化公园、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等重大

国家战略举措的对接，为我省旅游业在

争取中央项目资金、强化开放合作、促

进产业融合、培育资本市场、培养引进

人才、加强旅游用地保障、开拓精品线

路市场、搭建推广平台等方面提供硬支

撑。并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以更高站

位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是深化理论研究。坚持理论和

思想引领，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智库作用，深入开展旅游高质量

发展路径等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立

足我省旅游发展实际、吸收国际先进

经验，深化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

及贡献率研究，以科学理论引导和推

进我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科学规划谋划。贯彻落实好

《湖南省“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要

求，以长沙、张家界两个国际旅游中心

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岳阳、郴州、怀化为

中心构建湘北、湘南和湘西南三大门

户，重点对益阳、娄底、邵阳、怀化等地

的旅游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促进省

内合作和省际联动。

四是突出重大项目支撑。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打造长株潭、环洞庭湖、湘

西、雪峰山等精品旅游板块、精品旅游

线路和精品旅游产品。要以重大项目

为引领，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建设一批

富有湖湘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

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湖湘文化特色鲜明

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要建

立重大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适时优

化调整。

五是加强国际推广。深化国际旅

游合作，研究实施我省入境旅游振兴计

划，开展“锦绣潇湘”全球推广活动，推

出入境旅游系列鼓励措施，不断提升境

外游客便利化水平，向世界全面展示热

情好客、和平稳定、快速发展的魅力湖

南，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六是做好安全保障。构建我省旅

游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旅游突发事

件应对机制，强化对重要旅游时间节

点、重要旅游设施设备、重大旅游节庆

活动及高风险旅游项目的安全监管。

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

旅游场所、旅游项目、旅游活动的政治

导向管理。

（作者系湖南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邵阳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关于加快推动湖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请你冷静一点，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任何事都可以坐下来谈。”在

中铁二十五局实业公司株洲物业事业部大院内，一名屡次拖欠房租和

水电费被催缴的租户持刀闹事。身为物业事业部经理的邓爱东站了出

来，一边耐心与闹事者对话周旋，一边悄悄指挥员工报警。

邓爱东是一名“霸得蛮”的湘妹子。自任该事业部经理以来，邓爱

东就接下了“清退二房东”“物业提租增效”“物业拆迁”等重点任务，解

决了一个个难题，获得一场场胜利。

为了解决物业低效转租的“二房东”问题，邓爱东盘家底、算细账，

挖潜力，向“难”而行。向“二房东”租户一一发整改通知，逐户协商，启

动合同重新续签。同时，她也当起了事业部员工们的指导老师，利用

“微课堂”等机会向员工讲授“二房东”问题的危害及整治措施。

一位老租户林某承租门面开饭店经营有十多年，在各种二房东“证

据”面前，就是不肯重新签约。经过多次沟通，对方终于在新合同上签字，

每月增加租金千余元。

担任株洲事业部经理一年多以来，邓爱东迎难而上，成果斐然，实

现“二房东”清零，新签合同提租。2021 年，该事业部租金递增了 8%，有

效地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李祯 江伟民）

清零“二房东”，守护国有资产

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汉瑞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古丈县人民法院指定湖南四维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接古丈县人民法院通知，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继续

招商。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继续招募程序等

相关内容，详见《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继续

招募公告》（以下简称“继续招募公告”）。继续招募公告和相关报

名资料等，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上发布。本次招募的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3 日 16：00 时止。联系方式：杨涛 13974319619

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3月 3日

重整投资人继续招募公告

大湘菜报 华声杂志 放学后杂志法制周报金鹰报大众卫生报

华声在线新闻网站 文萃报 科教新报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湘伴”

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
“湘遇”

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
“经武门论道”

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微信 湖南日报微博

湖南日报
“侃财邦”
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
“湘视频”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