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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一开春，洞口县古楼龙凤
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林莹心里乐滋滋的
——已经有很多茶友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她
预订了多款“明前茶”。她还在淘宝网建立
了品牌网店，让“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家乡

“土货”搭上电商“快车”，去年9月以来帮助
乡亲们增收4万余元。

洞口拥有丰富的优质农林产品，建成
雪峰蜜橘、优质稻、茶叶、生猪、生态林等多
个优质农产品基地。为给当地农产品打开
更多销路，该县普及农村电子商务应用，致
力打造电商服务快县，科学编制《洞口县电
子商务发展规划》，大力培育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洞口县供销社通过招商合作，斥资
500 万元注册成立了湖南“农家好伙计”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将传统供销社平台的资

源优势引入到电子商务领域，打造洞口县
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农村群
众足不出户便畅享购物、售物、事务办理等
一站式服务。

优质的土特产资源配以优惠的电商服
务政策，吸引了知名电商落户洞口。京东、
苏宁易购、中国惠农网、闹市街、邮乐购、厂
家网等大型平台纷纷入驻洞口。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已与洞口县政府达成意向，着力建
设淘宝特色中国“洞口馆”，开创“互联网+商
贸物流”新时代。本土电商也迅猛发展，该
县共有企业门户网站 1811 个，百余家企业
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实现网上交易，线上线
下交易商铺六百多家，各类淘宝网店达到五
万多家。

在布局电子商务服务网络的同时，该县
还充分利用“农家好伙计”的平台和资源优
势，为广大有志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创业青年
免费提供场地、电商培训、技术指导等创业
孵化服务。全年到位电子商务扶贫资金200
万元，建成10个电子商务扶贫网点、36个电
子商务村级服务站。竹市镇棉花村电商扶
贫便民服务站网点从去年9月份开始，已经
实现了近6万元营业额。

去年，洞口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9 亿
元。在京东的交易额就达到2500多万元，苏
宁的交易额到达1000多万元。湖南农家好
伙计网上交易农产品600多万元。该县已注
册的物流企业达到23家，物流配送网点52
处，年配送货物流量达到300万件以上。

（杨健君）

培育电子商务企业 打造电商服务快县

洞口洞口““土货土货””搭上电商搭上电商““快车快车””

3 月 15 日，记者来到
武冈邓元泰渡头桥村，听
种粮大户林刚话种粮。田
间 ，一 辆 旋 耕 机 正 在 作
业。“油菜做有机肥，可以
防止农田板结。”林刚说。
这些翻耕的油菜田是被选
作秧田的。

林刚年轻时外出打拼，
在电线加工领域拥有一席
之位。2010年在邓元泰渡
头桥村土地流转中，成为种
粮大户，目前流转土地1.26
万亩，覆盖渡头桥村周边十
余个村庄。

这些年，林刚通过土地
流转，与农民签订包销订
单、提供优良稻种和技术指
导的方式，形成了一个订单
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产业链。当地村民在受益
土地流转红利与租金的同
时，有的成为林刚的签约工
人，有的进城务工，有的经
商做生意，家庭增收途径更
多，收入更高。“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要把产业结构
调优、生产方式调绿、生产
体系调新，进一步坚定发展
高效农业的信心，这也增加
了我们的信心。”林刚高兴
地说。

“ 作 为
农 业 新 型
经营主体，

我现在最忧心的是种粮效
益在下滑。”林刚说，不断
上涨的人工成本、土地租
金和农资价格，慢慢“吃
掉”了国家的补贴和种粮
利润。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
推广应用，把惠农政策变
成农民能享受到的真金白
银”是林刚最为盼望的。
林刚说，随着农业科技化、
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只
凭老经验来种田是不够
的。期待政府多组织真正
懂农技的技术人员到农村
提供一些技术帮助，降低
成本，提高效益，能让种田
人更好地多种粮、种好粮，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
增收。

林 刚 认 为 搞 高 效 农
业，基础设施投入非常大，
资金是瓶颈。种田人贷款
需要担保。事实上，作为
农民找担保人不是件容易
的事。期待国家的金融扶
持 政 策 ，更 多 更 好 地 落
地。林刚还有个建议：土
地流转要建立完善种粮大
户准入制，有了“门槛”，这
样才会确保农业产业化可
持续发展。

种粮大户的喜与盼
记者 曾 炜 通讯员 杨贤勇

本报讯 3月15日，大
祥区组织区直部门、各乡
镇街道负责人来到桂花大
桥、新城大道、体育中心等
12 个重点项目建设工地，
对服务和建设重点项目进
行调度。

今年大祥区有在建的
重点项目 122 个，其中市
级重点项目 72 个，区级重
点项目 23 个，重大前期项
目 27 个，计划全年完成投
资额 149.2 亿元。这些项
目包括横冲科技工业园、
新型墙体生产线等 6 个工
业项目，卲檀路、电机路
等 14 个交通项目，桃花体
育公园、雪峰大桥等 20 个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宝庆森林公园、云溪谷等
20 个农林水利项目，中南

农机物流园、红旗路商业
联合广场等 9 个商贸旅游
物流项目，体育中心、城
网改造工程等 19 个社会
发展项目，二纺机棚改、
戴家坪棚改等 7 个棚户改
造项目。

为 推 进 重 点 项 目 建
设，大祥区成立了项目建
设领导小组和四个项目工
作组及10个重点项目综合
指挥部，将全区122个重点
项目划分到10个重点项目
综合指挥部。同时，该区
制定了重点建设项目责任
分解表，明确每个重点项
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
建设任务，设定好总的“时
间表”和“线路图”，确保项
目有序推进。

（伍 洁 胡晓建）

大祥区推进122个重点项目建设

春天的暖阳中，行走在武冈经开区春光
路，诱人的卤菜香味随风飘来。如今，这缕
专属武冈的卤菜香凭借着独具特色的传统
工艺、现代化的生产线和多元化的销售渠
道，飘向全国各地，飘向全世界。

2016年，武冈经开区完成规模工业总产
值78.52亿元，占武冈市规模工业增加值比
重近 83%。如今，园区已有入园企业 60 余
家，投产企业 40 余家，形成了以新型建材、
食品加工、电子信息、医药等主导产业为重
点的工业体系，在都梁古城中奋力腾飞。

传统产业萌新芽

陈氏金福源卤业的生产车间内，伴随
着浓郁的卤料香味，数百名工人正在各自
的生产线上作业。这家由小家庭作坊发展
而成的企业，入驻武冈经开区不足 2 年时
间，总资产已逾1亿元。2016 年，企业销售

额为 5.5 亿
元，实现出
口创汇200
万 元 美
元 。 该 企
业 董 事 长

任银兰自豪地说：“武冈是中国卤菜之都，
依托武冈卤菜的名气和传统祖传的配方，
去年我们的产品成功销至东欧、北美地区，
现在仍是供不应求。”任银兰表示，企业将
在5年内实现全自动化生产，加快推出更好
的卤菜产品，打造出全国都叫得响的卤制
品企业。

国内首创保留传统工艺现代化卤制生
产线企业的乡乡嘴，同样在推广武冈卤菜的
道路上昂首阔步。宽敞洁净的厂房内，新购
置的 6 台鱼制品全自动化生产设备飞速运
转，智能且高效地替代着人工作业，代表着
卤制品自动化生产的整体趋势。2013年落
户武冈经开区的乡乡嘴，现拥有3万余平方
米的食品生产基地，2016年销售额达2.2亿
元。“升级湖南著名商标形成品牌效应，邀
请知名明星代言加大宣传力度，产品的知
名度自然就提升了。”乡乡嘴董事长助理袁
华滨介绍，乡乡嘴产品线下营销基本覆盖
全国，线上入驻京东、天猫等多个网络营销
平台，公司每年销售额按 150%增长。他们
正努力将品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并力争
尽快成为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企业知名度
和影响力。

转型升级赢新生

申靓建材新建成的1.8万平方米的二期
厂房内，工人们正忙着进行设备调试。预计
3月中旬可试产新型环保装饰材料，今年上
半年可正式投产。产品销路受阻、产品结构
单一、发展环境受限，当一系列问题阻碍着
企业的发展壮大时，转型升级便成了企业突
破重围的新方向。

2014年，申靓建材在武冈经开区正式投
产，主产用于房屋室内装修的PVC扣板，年
产值 3000 余万元。2015 年，公司管理层决
定进行产业升级，新建厂房用于生产国家农
业部大力推广的环保型纤维装饰材料。二
期投产后，公司将实现工业产值 8000 万元
以上。公司法人代表欧阳岳文透露，在生产
新型材料的基础上，公司还将有更广的发展
空间：“我们计划增开一家装修公司，形成
产、供、销、设计等一条龙的生产模式，将这
些环保型产品更好地向农村推广。”

永锐电子的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热火朝
天地作业，从原材料铜杆到铜线，再到电线电
缆、电源插头线、汽车内部控制线束，每一项
生产流程都相对独立而又环环相扣。进入武
冈经开区的近10年来，该公司年产值达2亿
元。近几年，受合作企业业绩下滑影响，永锐
电子生产的汽车内部控制线束销量不佳。
2014 年，看到新能源汽车的良好发展前景
后，永锐电子努力创新技术，转型生产新能源
汽车控制线束，成功与湘电集团、中国中车等
企业合作，如今产品订单不断增加，逐步实现
扩产。永锐电子财务部主任刘桂艳说：“与时
俱进的专业研发技术，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
新市场，从而实现扩产增值。”

“走进园区看实体”系列报道之五

从供给侧谋新求变
——走进武冈经开区

记者 宁如娟

三一湖汽研

发生产智能环保

渣土车畅销，预

计今年可销售车

辆 1500 台，销售

额可达5亿元以

上。图为该公司

生产的智能环保

渣土车。

申兴刚 摄

双清区火车站乡集仙村筹资建设的村级活动中心
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图为3月14日，
村民正在活动中心练习书法。

申兴刚 摄

走转改走转改··布谷声里问农家布谷声里问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