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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添9个国家级出口农产品示范区
总数达到21个，位列全国第四 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连续3年合格率100％

——
—新理念新常态新变化
10月12日，湖南省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
开， 我省新获批永州市、 祁阳
县、东安县等9个国家级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尤
其是永州市， 成为长江以南第
一个、 全国第四个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建设】
国家级示范区21个
位列全国第四
近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公告，湖南新获批9个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
新增的9个示范区分别是：
永州市、祁阳县、东安县、零陵
区、湘潭县、祁东县、靖州县、古
丈县、花垣县，其产品涵盖了果
蔬、果蔬罐头、茶叶、活猪、植物
提取物、湘莲、茯苓、肉类等多
个品种，分布于永州、湘潭、衡
阳、 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呈现出获批数量多、地
域覆盖广、涉及品种多的特点。
特别是永州市， 成为长江以南
第一个、 全国第四个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市，对于我省农业转型升级、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农产品
出口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
组书记、局长杨杰介绍，我省的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建设工作至今已走过了7年
历程，到目前为止，我省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已达21个， 总数列全国第四
位。目前，全省另有在建省级出
口示范区9个。

【效益】
推动农产品出口
自有食品品牌增加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的建设最直接的好处是带动
食品农产品的出口， 近几年我
省食品农产品出口情况就是最
好的印证。
从2009年到2016年，我省
食品农产品出口额从4.85亿美

元增至13.75亿美元。省商务厅
副厅长周越透露， 今年前8个
月， 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额达
到 了 6.8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1.2%， 其中示范区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60%。 永州市的增幅
尤其显著， 由2014年的1.03亿
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3.26亿美
元。此外，新扩项的长沙县国家
级出口示范区今年1-8月出口
农产品6928万美元， 同比增长
36.75%。
“各示范区通过结合各自
自然、 人文条件和产业产品特
点， 积极引导实现从数量规模
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杨
杰表示， 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
连续3年合格率100％， 实现了
示范区内产品“
零退运”、
“
零通
报”。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省新
增了新真喜、湘丰、神农、金洲、
华乐等11个国际自有食品品牌
和绿源等15个国内自有品牌。

【影响】
带动农民增收
25个贫困县实现出口

肖 笑 波 ，33 岁 ，
湖南省 祁剧 保护 传
承中心旦行演员，国
家一级演员，中国戏
剧家协会会员，第二
︻ 十五届 全国 戏 剧梅
档 花奖获得者，湖南省
案
︼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 省第 十届 党 代
表，第十一届省政协
委员。

示范区的建设， 还有利于
带动全省广大贫困地区食品农
产品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更便
于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 实现
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农村繁
荣。
据了解，目前，全省已有10
个国家级、 省级贫困县成功创
建出口示范区，25个国家级、省
级贫困县实现了食品农产品出
口。花垣县十八洞村，也在此次
新获批的花垣县国家级出口示
范区内。今年9月28日，十八洞
村的猕猴桃成功打入港澳市
场， 这也是我省猕猴桃首次出
口。另外，永州的江华通过示范
创建发展出口食品农产品产
业， 帮扶3.7万贫困户、6.5万贫
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 新田
县依托“国家级出口示范区”吸
引了多家外地客商投资富硒产
业开发， 出口的富硒蔬菜价格
是普通蔬菜的6倍以上，减少贫
困 人 口 4.9 万 人 ，25 个 贫 困 村
“脱贫摘帽”。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刘玮
通讯员 林俊

关注
示范区出口食品国内可共享
示范区出口食品的质量和
安全有充分的保障， 如何让国
内、省内消费者也能共享？
杨杰介绍， 政府部门通过
推行“示范区+同线同标同质”
模式，即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
照相同的标准生产， 达到相同
的国际质量水准， 实现优质出
口食品供应国内中高端市场。

肖笑波：
让祁剧这朵
“梅花”开得更绚丽

从今年5月下旬开始，湖南省在
长沙县试点依托出口食品农产
品示范区搭建“
农超对接”平台，
长沙县国家级示范区的417种优
质出口食品进入当地连锁超市
的进出口商品销售专区，3个多
月时间里，当地21家门店实现销
售额200余万元。 试点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经验正向全省推广。

肖笑波是我省祁剧剧种的第
一位梅花奖获得者。 她出生于新
邵农村，自幼看戏、入校学戏、长
大演戏， 青春与汗水挥洒于方寸
舞台。
11岁的肖笑波考入邵阳艺校
祁剧科， 成为著名祁剧表演艺术
家花中美的弟子。毕业后，她正式
成为一名祁剧演员。 上天给了肖
笑波美丽容颜、 高挑身材和一副
好嗓子。可是要演好戏曲，除了天
分，勤奋更不可少。
2004年， 肖笑波与老师开始
排练《目连救母》，这是祁剧的“活
化石”， 花老师一生的夙愿就是把
它拾起来，传下去。这出戏不但要
有过硬的唱功，而且要求演员在一
米六高的桥上进行大量的武戏动
作。为了克服恐高，肖笑波每天把
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开始从
一个小板凳的高度练，一边摔一边
练，一边练一边加高，当练习到1.6

米的高度时已是将近5个月， 一个
戏学了三年，也磨了三年。
2011年， 肖笑波为祁剧捧回
了梅花奖， 以27岁芳龄成为当届
全国最年轻梅花奖得主。
作为一名演员， 同时又是党
代表和政协委员， 肖笑波始终牢
记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她撰
写的 《建议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抢救保护工程》 获得了省有关部
门高度重视， 为省内主要剧种争
取到了每年600万元的传承扶持
资金， 让一大批接近失传的民间
技艺迎来了春天。
如今， 在肖笑波家里一日三
餐的小桌边，经常挤满了“00后”
学艺的孩子，肖笑波笑得很满足：
“这群孩子都是祁剧的接班人，是
重振 中国 戏 曲 文 化 的 未 来 和 希
望，我必须带好他们、教好他们，
做好他们前行的铺路石。”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刘阳

【心声】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复兴，我愿意尽一己之力，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事业
中，为祖国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周先朋：
献血浆
“
达人”是致富
“能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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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朋，41岁，
土家族， 石门县莱
士单采血浆站有限
公司 血 液科 员工 ，
从事爱心献浆员的
宣传招募工作九
年 。2015 年 12 月 被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
领导小组授予“全
国优 秀农 民工 ”荣
誉称号。

返乡当大巴司机之余， 做献
血浆宣传员、办合作社、开旅游中
心……在旁人眼里，41岁的周先
朋一直是个“不安分”的农民工。
这个不安分的农民工秉承“保持
一颗善良的心才能做好事” 的信
念，为上万移民开通了班车专线，
用选优果卖优品的理念， 让家乡
脐橙每斤收购价格涨了几倍。
周先朋是石门县维新镇人，
2004年， 因支持国家重点水利工
—皂市水库的建设， 周先朋
程——
一家搬迁成了移民， 他和家人一
起到深圳务工。2008年时，周先朋
回到石门， 被作为免费大巴车接
送司机进入血浆站工作。
了解到血浆捐献尚未被太多
人接受，借助一直在基层的优势，
周先朋同步当起了血浆招募宣传
员， 经他直接发展的献浆员就有
2896名， 因此多次被石门浆站评
为“优秀工作者”和“献浆员招募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作为一名爱
心志愿者， 周先朋个人也坚持献

浆8年、 累计达到60000多毫升。
2016年12月，周先朋独立完成的
“如何用O2O的模式打透一个乡
的献血员宣传招募工作” 论文荣
登 《全面保障中国血液制品供给
高峰论坛》。
在当献浆车大巴司机的过程
中， 周先朋得知3300多户移民超
过13000多人返乡探亲交通不便
后，他费尽艰辛，于2011年春运时
申请开通了常德南至维新的班车
专线。这时的周先朋，既不是党员，
也不是人大代表，促使他去做的只
有一个理由，
“
我想做一个好人。”
同样是在跑献浆车的途中，
周先朋发现沿线移民种植的脐橙
量多质好，但卖不出好价钱。周先
朋便注册成立了纽荷尔脐橙专业
合作社。2013年，当移民的脐橙收
货价格还是1.5元一斤的时候，周
先朋提出选优果，用3元一斤的价
格从农户手里直接收购， 仅这一
项， 就让一户农户可实现增收万
元以上。
■记者 叶子君

【心声】
未来五年，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我国血液制品
和健康中国伟大事业奉献一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