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9��星期五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曾迎春A05 要闻·民生

链接

新春将至， 记者来到湘粤桂
边陲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 回峰
岭下，十万亩柑橘林成片似海，枝
头间缀满了红橙橙、 沉甸甸的果
实，好一幅“树染连天碧，果飘动
地香”的美丽景致。来自天南地北
的大卡车，直接停在果园边，果农
们满怀喜悦， 将刚刚采摘下树的
沙糖橘搬运上车。

五十岁出头的卢益高站在自
家果园边，咧开嘴笑着。他带着记
者在他的果园里转悠， 如数家珍
向我们介绍他这几年引种的柑橘
新品种。 精瘦干练的老卢是回龙
圩新跃村的果农， 已经种了33年
柑橘。过去，他和大伙一样，以早
熟蜜橘为主，“都是些大路货品
种， 一亩卖个一两千元， 除去成
本，几乎没有收益。”老卢说。

前些年，不安分的他出去走了
一圈， 带头从广东引进沙糖橘、沃
柑、W默科特等新品种进行嫁接换
种。品改就是一把“金钥匙”，短短几
年， 新品种陆续丰产上市，“你看这
W默科特， 过了冬就可以上市，一
直可以卖到清明前后，市场上每斤
可以卖到14元，商贩们来果园收都
要六七元，亩产值五六万元，想不富
都不行了！”老卢种了25亩柑橘，去
年收入过百万， 家里一幢别墅3台
车，难怪他一路走一路笑。

“我们村48户220人，家家种
柑橘，不但没人外出打工，忙碌时
还要请人做事。农闲时节，我和一
些技术好的果农还当起了园艺
师，到周边县市甚至江西、广西等
地做技术指导， 每天赚好几百元
服务费。这两年，每家每户不仅有
皮卡、拖拉机等运输车，很多家里
还购买了轿车。” 卢益高说到这

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陪同采访的管理区书记赵文

旺也向我们夸奖：“老卢真是了不
起！”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回龙圩
的果农们纷纷开始品种改良，还
先后自发成立了11家柑橘专业合
作社，年产柑橘25万吨，年创产值
13亿元。去年，果农户均纯收入达
10万元以上。

行走在碧绿的果园里， 一盏
盏奇怪的“路灯”引起了记者的好
奇。管理区主任刘功文告诉我们，
这不是“路灯”，而是太阳能频振
杀虫灯，每当夜幕降临，它会自动
发出柔和的蓝紫色荧光，诱杀果园
害虫。“有了太阳能杀虫灯，果树农
药用量可以减少一半以上，还大大
减少了生产劳动成本，真正做到了
绿色生态环保。”刘功文说。

满树柑橘压弯枝头， 犹如一
个个“黄金果”，甜醉了果农的心。
赵文旺说， 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
文件， 开始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他认为，振兴乡村，首先
就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走结构优
良、特色鲜明、生态高效的内涵式
产业发展道路。 回龙圩将以优质
柑橘产业为圆点， 凭借科技产业
兴农、生态为纲强村、党建引领促
发展的路子， 努力描绘乡村振兴
的样本。 ■记者 张茧 朱蓉

视频/彭治国 王珏 实习生 康澜

草莓、百香果、火龙果，还有
新品种“台湾青枣” ……寒冬时
节，这个果园却尽显春意。新春临
近， 记者走进浏阳市古港镇富根
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个个椭圆形
的小果子挂满了枝头， 青绿色的
外形，看起来新鲜诱人。

往年这个时候， 市民黄女士
通常会驱车到长沙周边的种植基
地采摘草莓，“前几天， 听朋友说
这里种出了青枣， 特地过来尝尝
鲜。”她说。

作为一种热带、 亚热带水果，
“台湾青枣” 在湖南地区几乎没有
种植。“毕竟环境、气候不同，以前
我也没想过要种青枣。” 基地负责
人罗富根笑着说，“去年到广西学
习，当地一位朋友推荐我种植青枣。”

性热的水果， 能在湖南种植
吗？罗富根决定一试。去年3月份，
他引进二百余棵枣树幼苗。

站在种满枣树的大棚里，没
多久记者就出了汗， 罗富根却乐

了，“其实这青枣也没有人们想象当
中的难‘伺候’，只要用点心，多照看
一下，把握好温度就没什么问题。”

罗富根指着其中一棵枣树
说， 今年一棵树能收获15-20公
斤的果子，明年如果种得好，一棵
树的产量甚至能达到50公斤。三
年后， 产量基本都维持在50公斤
以上，亩产就可达2500公斤以上。

“现在这个果子市场上的售
价也非常可观，一般小的都要7-8
元一斤，大的都是10多元一斤，而
且卖得还比较俏。”罗富根告诉记
者， 大青枣含丰富的果糖、 纤维
质，尤其维生素C的含量是西瓜的
5倍、水梨的9倍、苹果的20倍，堪
称为“维生素C果”。

长沙市农委科教处长夏礼明
告诉记者，台湾青枣试种成功，可
以有效弥补湖南春节本地采摘型
新鲜水果空档， 为调整种植品种
结构、 满足市民需求探索出了一
条新路。 ■记者 李成辉

本报 2月 8日讯 兰
州限价放松、南京松绑“抢
人”……各地相继释放房地
产限购松绑的信号。长沙房
地产调控是否会放开？一时
间在业内传得沸沸扬扬。为
部署2018年重点工作，今
日，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2018年工作会议
召开。会上发布了《长沙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强
力推进环境大治理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工
作方案（2018-2020）》（下称
《方案》）， 为长沙楼市调控定
了调。

“2018年， 要保持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
稳定性，坚持调控决心不动
摇、政策方向不改变、力度
不放松。各区县（市）要认真
落实好调控的主体责任，坚
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
头。”在会议上，长沙市住建
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伟胜的
发言为长沙2018年房地产

调控确定了基调，也打破了
部分谣言。

居者有其屋。为保障刚
需购房者的需求，王伟胜强
调， 要推进限价商品房、人
才公寓和在建商品房建设。
加大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
整顿力度，严厉打击房地产
企业和中介机构违法违规
行为，“同时，坚决落实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去库存’
的要求。坚持商品住宅‘控
房价’和商品非住宅‘去库
存’两手抓，多措并举化解
商品非住宅库存量。”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长
沙分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
长沙内六区90-120㎡为主
力成交面积段 ， 占比达
38.46%；此外，在限购政策
影响下，“一步到位”购房需
求使得改善型房源需求逐
步增加。120㎡以上住宅成
交量占比达34.74%，较去年
增长3.52个百分点。
■记者卜岚 通讯员肖日凡

长沙发布“三年行动计划方案”，为楼市调控定调

坚持调控政策不改变、力度不放松

《方案》 指出， 未来三
年，长沙将打响“蓝天保卫
战”， 以改善空气质量和水
环境质量为核心， 强力推进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城
镇生活污水截污治污以及乡
镇污水治理三大专项行动。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方
面，落实“5个100%”抑尘措
施，规模以上的施工工地全面
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并接
入市级平台，实现扬尘在线24
小时动态监测全覆盖。每年创
建绿色施工工地100个以上。

城镇生活污水截污治
污方面，实现市、县建成区
生活污水全截污、全处理，城
市城镇污水处理率目标达到
98%；乡镇污水治理方面，全
市建制镇污水处理率从80%
逐步提升至90%以上， 建制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100%。

“未来， 我们将全力打
造人文住建、智慧住建、品质
住建， 持续打好房价稳定战、
防涝排渍攻坚战、 蓝天保卫
战这三大战役。”王伟胜表示。

扬尘在线24小时监测全覆盖

满树“黄金果” 甜醉果农心
———永州市回龙圩十万亩柑橘园见闻

台湾青枣浏阳种
新鲜诱人市场俏

省检察机关依法
对刘运武提起公诉

本报2月8日讯 近日， 湖南
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运武（正厅级）涉嫌
受贿罪一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指定管辖，由衡阳市检察院向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刘运武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刘运武，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衡
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刘运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
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 王智芳

省检察机关依法
对全智华提起公诉

本报2月8日讯 近日， 南华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党委委员、
名誉院长全智华（副厅级）涉嫌受
贿罪一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
定管辖，由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向益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全智华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全智华，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益
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全智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
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索取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
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记者 王智芳

五十岁出头的卢益高站在自家果园边，咧开嘴笑了。他种了25亩柑橘，去年收入过百万。 记者 张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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