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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 从田间
地头到工厂车间，从技术指导
到产品研发，从科技服务到决
策参考……近日，湖南高校师
生在战“疫”期间充分发挥科
研和人才优势，千方百计帮助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具体
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全面复
工复产。

隧道施工监控量测、 施工
前的隧道变形监测、 开挖工作
面地质素描、 隧道进出口地表
的沉降观测与预警……为保证
“佛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
工程建设项目”复工，湖南科技
大学工程检测中心第一时间安
排人员提前进驻施工场地，为
项目能否复工提供科学依据。

湖南台新科技公司是怀化
市鹤城区工业集中区引进的一
家以生产智能电子产品为主的
企业。因疫情原因，当地市委市
政府希望公司转型生产目前急
需的红外电子测温枪， 但公司
很多技术骨干仍在隔离期。关
键时刻，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钟
峰、唐绪伟、唐晨光三位专家挺
身而出，从3月4日起连续奋战4
天4晚，完成了电路板设计、嵌入
式程序开发设计等一系列研发
任务， 帮助企业在3月8日如期
交付了500套第一代产品样机。

近日， 湖南科技学院化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博士团深入学
校定点扶贫村———新田县枧头
镇马场岭村对接产业扶贫项
目，开展烤烟种植、水果种植技
术和病虫害防治免费指导服务。
博士团来到烤烟田、 玫瑰香柑
园、黑木耳种植基地等地，与集
体企业负责人、 种植大户交流，
就果树剪枝嫁接、 病虫害防治、
烤烟种植技术进行现场指导。

■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李莉

本报3月20日讯 随着本
轮疫情高峰过去， 生活逐渐回
归常态，市民游客出游踏青、赏
春的意愿日益强烈。 记者今天
了解到，目前长沙已有624家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复业， 满足人
们走出家门、 走进大自然的出
游需求。

生意要做
防控措施也马虎不得

河村山庄位于开福区沙坪
街道茶子山片区，占地约400亩，
是一所有异域特色的农庄。3月
19日下午，工作轮休的刘女士携
家带口来到这里，阳光、蓝天、绿
草、鲜花，还有浓郁的非洲风情，
让她陶醉不已，“阳光灿烂，心情
很甜。”

山庄负责人介绍，他们与湖
南林业科技大学合作，引进百香
果，一期种植50余亩。种植两季，
第一季预计6月将实现挂果，结
合研学活动等推出百香果采摘
节等一系列活动，“欢迎市民来
‘打卡’。”刘女士注意到，这里在
恢复营业的同时，防疫毫不松懈，
严格测量体温并登记造册不说，
入园还必须戴口罩。

望城区开天渔庄前几天也
恢复了营业，渔庄严格规定：饭
前饭后游客都必须佩戴口罩，
隔桌吃饭， 每桌就餐人数不超

过5人， 而且必须使用公筷。渔
庄老板胡再明说，生意要做，但
是疫情还没结束， 防控措施马
虎不得。

长沙休闲农企
迎来大规模复业

“去年刚刚完成大数据营销
数字化平台布局工作，正准确撸
起袖子大干一场。结果，猛然刹
车，真是有点头晕脑胀。慧润旗
下的7个基地及线上损失保守估
计达1200万元。” 在日前召开的
长沙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座谈会
上，长沙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
企业代表湖南慧润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皮青说。

本次疫情期间，长沙休闲农
业企业停止营业，损失较大。随着
长沙市最后1名在院治疗确诊病
例出院，长沙休闲农业企业迎来
复业潮。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
业发展处处长杨化龙介绍，全市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1570家， 其中农
庄359家、农家乐1211家，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有农业生产的基本全
面复工，休闲接待复业的624家。

“不少休闲农庄早就复业
了，但并不景气。”杨化龙建议，
农庄多出台一些促进消费的优
惠措施，吸引游客。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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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休闲农庄绘联盟地图抱团自救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推出农庄联盟平台：游客可体验特色产品，共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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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 阳光灿烂，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近
3000亩油菜花竞相绽放， 金色的花海与翠绿的山丘、
小河、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因新冠肺
炎疫情， 该街道已歇业两月的休闲农庄也陆续恢复了
烟火味。

由于疫情， 休闲农庄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
一， 直接损失了年后两个月的旺季营业额。 为提振信
心，含浦街道发起了一项“家庭农场联盟”的倡议，目前
已有23家农庄加入，并出炉了一份“含
浦家庭农场联盟地图”。 ■记者 胡锐

抢种菜苗、 接待游客、管
理后厨……3月20日， 沃之园
生态农庄老板李培言的身影
在蔬菜基地、餐饮中心等地来
回穿梭。 虽然雇了38名员工，
但相比疫情期间的“赋闲”，他
更喜欢这种忙碌。

在2014年前， 岳阳人李
培言一直在长沙的酒店负责
餐饮部。之后，他投身农业种
植与生态休闲农庄。“很多人
都没有坚持下来。” 在李培言
看来， 做农业一定要有情怀，

因为做这行很苦，而且投资周
期长，收益回报慢，加上目前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
然弱，“投资风险大”。

疫情期间， 李培言和老
婆时刻关注着疫情进展，“在
家人面前不会表现出来，但
心里还是很急。”3月14日，沃
之园终于被允许在做好防疫
的基础上复工营业。 李培言
站在农庄门口， 望着一片片
盛开的油菜花， 闻到了春天
的气息。

疫情“砍掉”旺季，复工期待春天困境

“很早就做了准备， 但没
想到疫情会持续这么长时
间。”李培言告诉记者，他很
早就关注到了武汉疫情，并于
1月11日提早给员工放假，还
在年前采购了充足的口罩、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因为刚过去
的两月本是休闲农庄的旺季，
据李培言初步估算，这次疫情
让他损失了60万元-80万元。

在含浦街道， 像李培言一
样的生态农庄老板还有不少。

九源农庄的老板崔泽兵就是一
个。由于是本地人，崔泽兵原本
没打算春节歇业， 接了好几个
客人预订的正月酒席， 并早早
地采购了1万多元的食材，谁知
做了正月初一最后一笔生意
后，就收到必须停业的通知。

目前九源农庄虽已开业，
但崔泽兵预计，客源和业务量
恢复到往常要到五月份，“一
些大型的酒席、宴会，我们不
太敢接，客人也会有所顾虑。”

客源和业务量恢复要到五月份担忧

长沙市岳麓区的学士街
道和含浦街道以前是含浦镇，
后一拆为二，其中学士街道偏
向发展服务业，含浦街道则重
在发展新型农业。

“离市区近， 又有本地优
质的食材资源。” 含浦街道人
大工委副主任黄立刚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含浦发展休闲
农庄有自己的优势，但同时含
浦目前近30家家庭式的农庄
普遍存在散、小，各自为政，相
互之间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的
效应。之前，大家或许还没有
觉得有什么不好，但这场疫情
让大家意识到了抱团取暖的
重要性。

“由街道发起‘含浦街道
家庭农场联盟’， 农庄自愿加
入。” 黄立刚介绍， 倡议发出
后，立即获得各农庄主的积极
响应，目前已有23家家庭农庄
加入联盟。马上，一份“含浦家
庭农场联盟地图” 也新鲜出

炉，地图上不仅标有这23家农
庄所处的地理位置，旁边还介
绍了各农庄的特色菜、特色产
品、风格等。

“通过地图， 游客对含浦
各农庄的特色都一目了然
了。”黄立刚说，在游客眼里，
含浦的休闲农庄更丰富了，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含浦农
庄的品牌深入人心。”

“在含浦每家农庄显眼处，
都插一幅联盟地图。”崔泽兵还
有一个想法，通过该联盟平台，
向自己的会员提供别家特色产
品， 这样既能满足自己会员的
消费需求， 同时也能拉动联盟
成员的销量，减轻销售压力。

目前，该街道还在策划为
农庄们做一个手机APP，通过
APP，更便于消费者在农庄游
玩。3月18日至4月18日，游客
可在含浦街道家庭农场联盟
中23个农场消费时享受特别
优惠。

成立“家庭农场联盟”，出炉游玩地图自救

长沙624家农家乐复业
邀你来“打卡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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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校“智慧”
助力复工复产

▲

3月20日，长沙市岳麓
区含浦街道近3000亩油菜
花竞放。当地的休闲农庄也
陆续复工，引来游客打卡。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