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李顺桥 责编：易桂媛 版式：肖丽娟 总检：魏谦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邵阳日报 5 月 13 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杨贵新 曾祥云 袁桂
梅） 5月10日，隆回县林业局负责人在
全省省级生态廊道建设座谈会上作经验
介绍。该县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石头山
上累计营造柏木等生态林1.5亿株，成林
面积 28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180 万立方
米，累计实现林业产值超10亿元。

“石漠化”是土地的癌症。30多年前
的隆回，平均岩石裸露程度达30％以上
的石山有30万亩，平均岩石裸露程度达
55%以上的有 10.3 万亩，分布在全县 15
个乡镇，绵亘50公里，一到夏季，地瘦草
枯，一片荒凉景象。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该县历届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石漠化治理，石山造林政
策坚持了30多年。县级领导坚持每年办
点示范，先后办点45处、造林2.3万亩，县
直部门和乡镇办点310处，造林8.2万亩。

在石山造林攻坚中，该县林业科技人
员经过长时间的试验，从50多个试栽树
种中，探索出攻克石山的先锋树种——柏
木，并探索出客土改良等石山造林技术。
原县林业局局长郭习文为了石山造林，上
世纪80年代放弃在省林业厅工作的优越

条件，回隆回一头扎进石山造林。原县林
业局副局长张世模为了攻克石山造林难
题，用自己的体温来育芽：选取树种温水
浸泡后消毒，用湿润的纱布或棉花包好，
再用薄膜包上，放到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即使睡觉也不拿出来，使它长期保持在
28℃到32℃的温度里，每天还要把包打开
一到两次，给种子通风换气，直到15天左
右后树种发芽。原桃洪镇林业站长郭江鸿
为了奇界岭石山造林，连续一个星期吃住
在山上，用执着和真情感动了村民。当年
的奇界岭荒草怪石，如今已变成茫茫林
海，成为国家、省、市林业现场会的一个样
板点。经过 30 年的努力，该县在巨大的

“石漠”中逐步建成长50公里、面积35万
亩的郁郁葱葱柏木林带，打造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生命线。

30 多年前，为提高群众造林的积极
性，该县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都
要挤出经费，解决老百姓的造林苗木费用。
后来，为了广泛筹措资金，该县把石漠化综
合治理与长防林、速丰林、退耕还林等工程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将扶贫开发、以工代
赈、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
等重点项目资金向石漠化地区倾斜。为

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县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通过采取出租、转包、联
营、转让等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吸引工商
企业、专业合作社、造林大户投资参与石
漠化治理，加快石漠化治理进度。30多年
来，县级财政投入逐年递增，从上世纪80
年代的每年几十万元，增加到现在的每
年上千万元，全县在石漠化地区累计投
入资金超过3亿元。

近年来，该县紧紧结合精准脱贫这
一民生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
路，把石漠化治理与生态扶贫、产业扶贫
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下经济致富之路，
有力助推了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石山造林不但解决了造林绿化的难
题，而且给石漠化地区的林农带来显著
经济效益。目前，柏木的圆木销售价达
2000多元/立方米。该县现有11家柏木加
工厂，其中百山木业为全国龙头企业，加
工的柏木卫浴产品被评为“中国驰名商
标”，年销售收入逾7000万元。

隆回石山造林硕果累累

石山上长出10亿元财富

要闻

邵阳日报 5月 13 日讯 （通讯员
唐冉 容利民） 5月12日，邵东县砂石
镇高义村致富带头人刘志军与湖南隆平
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谈成了一项合作
耕种项目。此次合作将为他种植的优质
稻打响品牌。近年来，刘志军成立的自
有农业专业合作社共带动周边50多名贫
困人口增收。

目前，邵东县已培训致富带头人500
余人，覆盖全县77个省级贫困村。全县
共成立58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了中药
材、油茶、果蔬等300多家特色农业产业
基地和100多个特色养殖大户，以土地流
转、合作经营和优先聘请贫困劳动力务
工等方式，带动了全县上万名贫困人口
年均增收。

邵东县在每个贫困村发展一名致富
带头人并进行培训，充分发挥致富带头

人的“领头羊”作用，解决贫困群众缺资
金、缺动力、缺技术的实际难题，因地制
宜带动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增
收目标。

培训致富带头人，选人是关键。该
县在培训前对致富带头人进行了全面的
调查摸底，详细了解培训对象带动贫困
户脱贫的决心、创业能力和现有的创业
基础等信息，从有致富带头能力的村“两
委”干部、党员、集体经济负责人、小微企
业主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养殖大
户、回乡创业人员等人才中筛选，确保选
出的人才经过培训后能真正起到带动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作用。

2018年，邵东县出台了《邵东县培训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实施方案》，明确在
2018年至2020年间，每年两次组织致富
带头人分别到湖南农业大学、安江农校
进行为期20天的封闭式培训，对他们进

行种养技术、农村电商、政策解读等多方
面的集中授课和专题辅导，激励、引导培
训对象提升创业和生产经营技能，真正
成为激活贫困村经济的“催化剂”、拉动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火车头”。

“在培训中认识了很多专家，还学习
了电商技术，不仅提高了我的种植技术，
还拓宽了我的销售渠道，更坚定了我带
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2018年，
从事种植业的刘志军被推选为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参加了省里和县里的培训，将
自己生产的优质稻和米酒产品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实现销售收入30万元。今年，
他又种植了40亩葛根，将带动更多的村
民发展种植业增收致富。

大力培训农村致富带头人助力脱贫攻坚

邵东500“领头羊”带动万人增收

5月10日8时许，在市区西
湖路与敏州路的十字路口上演
了一幕“生死时速”：一位危重
病人在大祥交警大队民警帮助
下，5分钟内赶到医院抢救，因
治疗及时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当天早晨 7 时 53 分，正是
早高峰，在该路口执勤的大祥
交警李键雄发现，一台微型面
包车停在由南往北方向的路口
上，受其影响，后方车辆无法通
行。李键雄立刻上前了解情
况。刚走到车前，面包车司机
急切地求助道：“交警同志，我
的车突然打不着火了，车上有
急重病人需要立即送到医院，
请帮帮我！”

得知有急重病人需要救
治，李键雄一边向大祥交警大
队指挥中心报告请求支援，一
边与车上的病人家属一起将面
包车推移到十字路口外围的匝
道上，让开车辆通道，等待救

援。大队指挥中心收到救援请
求后，立即安排民警张黎前去
救援。

7时54分，通过大队警务系
统接获救援指令的张黎，立刻谋
划救助方案，驾驶警车出发救
援。为了节省救援时间，张黎开
启警灯，拉响警笛，从大队门口
逆行直插十字路口救援点。

7 时 56 分，在路口的匝道
上，张黎见到了车主和病人家
属，快速沟通了救助办法，决定
用警车将双目紧闭、口吐白沫、
奄奄一息的病人送往医院。

警车穿过西湖路，左转进入
宝庆路，不到2分钟，就护送病人
来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张黎等民警又与病人家属一起
将病人送入急诊室进行抢救。

据病人家属介绍，病人是
邵阳县谷洲镇人，因为喝了农
药导致中毒，由于治疗及时已
脱离生命危险。

5分钟打通“生命通道”！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胡忠国

邵阳日报 5 月 13 日讯
（记者 贺旭艳）“云对雨，雪
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
宿鸟对鸣虫……”5 月 12 日上
午，双清区华祝小学的会议室里
传出两百多名教育工作者和诗
联爱好者琅琅诵读的《对子
歌》。由市资江潮文化公益协会
举办的诗联会文化公益活动，为
双清区培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师资力量劲添一把薪火。

邵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沉淀，又是《声律启蒙》作者车
万育的家乡。市资江潮文化公
益协会精心策划了“诗联会”公
益项目，通过召集诗词楹联专

家，联合教育界等社会力量开
展公益讲座和互动活动，促进
邵阳诗联文化繁荣。

此次在双清区举办的活动
中，会员邹宗德和钟九胜分别
主讲了《对联快速入门》和《近
体诗快速入门》。与会教师兴
致勃勃地听课、答问、对对子，
展现出传承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市资江潮文化公益协会还
从现场征集的 50 多副对联中
评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据悉，该协会有志于将邵阳打
造成“对联之都”，除了在本市
举办活动，还将走出去传播和
展示邵阳的诗联文化。

资江诗潮涌双清

邵阳日报 5月 13日讯 （通讯员

滕治中） 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洞

口县 溪瑶族乡大麻溪村，瑶族姑娘与

游客跳起竹竿舞，欢庆“四·八乌饭节”

（图一）。当天，3000多名游客齐聚大麻

溪村，与当地瑶族同胞一道参与品尝乌

饭（图二）、打糍粑、唱山歌、骑赶马、打渔

鼓、接姑娘回门等活动，欢度具有浓郁瑶

族风情的传统节日“四·八乌饭节”。

据悉，“四·八乌饭节”是 溪瑶族同

胞的一个古老节日，传承自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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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一））

（（图二图二））

5月10日，北塔区全民健身职工男子篮球赛开赛，11支
队伍将在6天内进行29场激烈角逐。此次比赛由北塔区总
工会、团区委、区文旅广电体育局等单位共同举办，旨在丰富
职工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刘 波 通 讯 员 曾 伟 黄 云 兰
王银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 5 月 13 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曾锋）
“要重点在党建引领、存贷主
业、防控风险、夯实基础、细化
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层层分解
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建设
有温度的百姓银行。”5 月 13
日，邵阳农商银行董事长许光
在传达落实全省农信系统改革
与发展大会精神时表示。

5 月 10 日，全省农信系统
改革与发展大会召开后，邵阳
农商银行立即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部门经理、各支行行长召开
会议，认真学习讲话精神，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抓住机遇，形成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建设

人民满意的银行，推动银行各
项事业发展。

今年，该行将以贯彻落
实全省农信系统改革与发展
会议精神为契机，按照“保存
量、拓增量”的思路，坚守服
务本地、服务社区、服务“三
农”和服务小微企业的市场
定位，助推邵阳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截至 3 月底，该行各
项存款余额 124.87 亿元，较
改制前增加 48.15 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 91.8 亿元，较改制
前增加 39.37 亿元，较年初增
加 10.6 亿元，增幅 13.05%，总
量、增量在全市 10 家农商行
中排名第一。

邵阳农商银行传达落实全省农信

系统改革与发展大会精神

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