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群黑白相间的小香猪，在山林
间悠哉游哉地寻食，漫山遍野地奔跑嬉
戏，小香猪矮小短圆，毛色两头黑中间
白，耳朵很大，长得特别可爱。看见我
们这些陌生人，仰起头滴溜溜望着，憨
态可掬。

阳春三月，记者走进石门县三圣乡
山羊冲，这个美丽的山村山峦起伏，绿
树成荫，山清水秀。穿梭在村庄里，仿
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画卷中。在村子里
一个叫山水湾的山谷，我们惊喜地邂逅
了一群生活在山林深处的小精灵。

“开餐了，开餐了，快回家，快回家。”
喇叭一响，像孩子听到了回家的呼唤，一
群群香猪从山谷四周冲了出来，争先恐
后地往山中的生态饲养基地奔，管理员
郑家余一边乐呵呵地把准备好的菜叶扔
给这群好吃的小家伙，一边告诉我们，这
些小家伙聪明得很，喇叭响了，没一个掉
队，渴了，都是自己咬开龙头喝水。

村民们告诉我们，这种猪名叫“巴
马香猪”，可不是普通品种，目前在市场
上 1 公斤 200 多元的价格还供不应求
呢。如今县里作为中部山区扶贫重点产

业和支柱产业培育，将要成为全县继北
部的茶叶、南部的柑橘产业的又一大产
业。小小香猪如此身份不菲，还能发展
成大产业？记者惊喜之余，又多了好奇。

赶紧找到村里的“猪司令”王平了
解情况。帅气精干的王平是土生土长
的山羊冲人，2006 年，从警官学校毕业
的他，分配到基层派出所工作。“有点儿
不安心，总想着回乡干点什么。”经过反
复考察，2011 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养香
猪，不当警官当猪倌。

“香猪在猪家族中属于‘天资聪颖’
一类，尤其以广西巴马的香猪品种为
甚。”说起香猪来，王平头头是道。他告
诉 我 们 ，香 猪 的 特 点 可 以 概 括 成 一

“小”，体型矮小灵巧，3个月即成佳品；
二“香”，肉嫩味香，进口齿颊留芳；三

“纯”，基因高度纯合且最近似人类基
因，有极高的医用研究价值；四“净”，香
猪饲养以放牧野食为主，是绝对纯净无
污染的绿色生态食品。

2015年，既是上海格蒂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又是山羊冲村村主
任的黎静牵头，投资5000万元成立了石

门汉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32岁的王平
被委任为公司总经理，小香猪的事业也
走上了快车道。去年种猪规模2000头，
年出栏仔猪10000余头，带动300多农户
养殖致富，年产值达到3000万元。今年
2 月，石门县万头香猪种繁场二期工程
开工，投产后，2年内可达到万头石门香
猪种繁养，5年内达到5万头种猪、百万
头仔猪出栏。

现在，公司采用“合作社+农户”，合
作社实行“五统一分”（即统一供苗，统
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饲养标准，统一
回收，分散饲养）的经营模式。每批小
香猪分散到农户养殖，3个月左右回收，
养殖户每头可获得 300 元左右的纯收
入，同时农户还可获得固定分红。

“一般村民，如果一年养两批，每批
100 头，一年下来收入 6 万元不用太费
力。”算算账，我们都忍不住有养香猪的
冲动。

离开山林养殖基地，香猪种繁场更
让我们大开眼界。青山绿水间，一栋栋
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掩映其中，空气也
是特有的清新，怎么看都是山间别院，

难道这就是猪舍？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种猪繁育场，

繁育场全面实施现代化养殖，全天 360
度全程监控，每一只香猪的养殖全过程
可追溯，真正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无缝
对接。”在公司的监控室里，巨大的电子
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间猪舍都
整洁干净，香猪妈妈们在舒适的猪舍里
慢慢地踱着步，怡然自得。

王平告诉我们，目前“山羊冲”香猪
在北京、上海市场很受欢迎，下一步还
将在各大城市设立销售点。每一个消
费者都可以通过视频看到香猪们的生
产、生长、生活全过程，完全可以放心地
大口吃肉。

“当年我返乡时，抱着一个信念：心
有梦想，何必远方！”聊得尽兴，王平跟
我们描述起他和香猪们幸福的山居生
活，他说这个地方四季景色各异，尤以
夏天最美，白天溪流潺潺凉爽清悠，晚
上满天繁星伸手可触，山谷里荧火虫纷
飞，恍若世外桃源。

呵呵，“山羊冲”香猪们的山居生
活，真真羡煞人也。

山羊冲香猪的山居生活
□本报记者 葛辉文 姜美蓉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刘
建军）鼎城区充分利用“围城经济”的优
势，狠抓“菜篮子”工程，既满足了城里
人的生活需求，又增加了本地农户的经
济收人。去年全区蔬菜生产面积接近
30万亩，蔬菜总产量超过43万吨，菜农
户平比上年增收8000元以上。

鼎城区环绕常德市城区，是城区居
民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区政
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在蔬菜面积和产量
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朝规模化、设施
化、多样化、产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壮大经营主体，创新经营方式，鼓励有
实力的农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形
成规模效益。全区已有46 家蔬菜专业
合作社，7家蔬菜家庭农场，7家以蔬菜
为主的农业发展公司，2 家蔬菜配送企
业，还有4家蔬菜加工企业。许家桥回

维乡炎农寿光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通
过流转土地825亩，种植有机藕、茄子、
辣椒、香椿等蔬菜，建成了物联网体系、
监控系统和15个高温蔬菜大棚，完成了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公司旗下的炎农 e
家蔬菜配送中心已开始向全区的中小
学开展配送。在经营方面，实行灵活多
样的方式搞活流通。十美堂镇虾子湖
村沅澧蔬菜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种植菜薹 3000
亩，全部实行订单种植，解除了菜农的
后顾之忧。湘北小蜜蜂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通过微信平台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配送上门，生产基地扩大到 160 亩，会
员发展到 600 多个，年销售收入 200 多
万元。

增加设施蔬菜，丰富品种结构。随
着设施蔬菜栽培面积不断扩大，蔬菜需

求量不断增加，区里积极引导农户实行
设施大棚种植蔬菜。牛鼻滩镇华茂诚
信蔬菜专业合作社，建立集约化蔬菜育
苗中心10亩，全年育苗700万株，为当地
菜农节约育苗成本30 多万元。十美堂
镇新易轮蔬菜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50
亩，投入资金260万元，建立蔬菜大棚55
个，年创产值 300 多万元。为了适应众
多消费者的需求，占有更多的市场份
额，该区带领农户开阔视野，学习外地
经验，引进优良品种，增加了上百个蔬
菜品种。周家店镇闵家桥村叮叮家庭
农场，建立起50亩野生蔬菜生产基地，
先后引进并示范种植了红秋葵、菊花
脑、富贵菜、苦麻、枸杞叶等近30个新品
种蔬菜，深受市区高档酒店、休闲农庄、
土菜馆的青睐。花岩溪林场森源野生
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引进种植了

200 多亩马尾松下生产的红汁乳菇，成
为市场上的俏货。

该区还采取得力措施，稳步提升质
量安全，加强蔬菜质量的监管和守护，
大力推进蔬菜标准化生产，全区蔬菜无
公害产地认定面积已达8040亩、绿色产
品产地认定面积 6.69 万亩，有 7 家生产
企业、25 个蔬菜产品获无公害产品认
证，8 个蔬菜产品获绿色食品认证。去
年抽样检测蔬菜样品 30783 批次，合格
率为99.86%，没有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
超标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让广
大消费者吃到了放心菜。

丰富品种 提高品质 搞活流通

鼎城区“菜篮子”编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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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常德蓝”
□孙玮怿

有一种蓝，它不是普鲁士蓝，也不是蒂凡尼蓝，它叫
“常德蓝”。

近年来常德的空气质量持续优良，一路领“鲜”全国
绝大部分城市，“常德蓝”让国省内外游客印象深刻、流
连忘返。尤其是“生态文明城市”创建，“环保模范城市”
的获得，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更是我市坚守生态
底线，坚持科学发展，用心呵护生态环境的必然结果。

3 月 28 日本报一版报道我市十大行动保卫“常德
蓝”，这是我市保护市民生存环境的持续发力，是常德天
空之幸，亦是常德人民之福。

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升市民对生态环境的满
意度，常德市委、市政府正在行动：调整能源结构，将煤
等能源改用清洁能源，减少大气污染；推行重点企业清
洁生产，督促工业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加大技改
投入，淘汰落后生产方式，提升产业层级；淘汰落后产
能，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
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大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使常德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加快建设“美丽常德”……我们
有理由相信，常德一定会走出一条符合发展规律、彰显
常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清新的空气，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同
样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自然财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护卫“常德蓝”，就是保住清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就是
在用心呵护我们宝贵的生
命；护卫“常德蓝”，就是让
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更能吸引八方宾朋。

▲3月31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共50余人，前往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公墓开展“我
们的节日·清明”扫墓活动。

本报记者 李白 通讯员 刘烨 摄

◀4 月 1 日，市科技局组织开展“我们的
节日·清明”活动，全体机关干部集体到常德
会战阵亡将士公墓扫墓，缅怀先烈。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蹇军 摄

市政协机关“三会合一”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沈毅）3月30日上午，

市政协机关“三会合一”，学习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和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全面从严治党”党课和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动员大会。市政协主席李爱国出席
会议。

会议强调，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与省委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理解，提升认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领导，更加满怀激情地投身人民政协事业。同
时，对创建全国文明单位进行动员和全面部署。

李爱国结合自身学习体会，为机关党员干部主讲了
题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专题党课。他要求，政协要做好

“结合”的文章，重点从五个方面下功夫：加强理论学习，
要通过学习锤炼党性，要通过学习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强化制度管理，要完善制度，做到有制可依，要遵守
制度，做到有制必依，要执行制度，做到违制必究；严肃
党内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规范组织活动，用好批评与
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严格落实责任，要通过健全责任体
系、压紧压实责任，把机关党的建设各项任务、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坚持从严律己，每一个干部职工都要强化纪
律意识、规矩意识，要从心底里敬畏纪律、敬畏制度，时
刻保持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切实增强遵规守纪的自
觉性。

市政协副主席何英平、傅绍平、彭孟雄、洪振海，秘
书长袁云波参加会议。

“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
志愿者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王英杰）4 月 1 日，
2017 年“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活动正式启
动，来自司法机关和湖南文理学院的 20 余名法律服务
志愿者参加了活动，并给市民进行法制宣传、宣讲。

自 2015 年 11 月，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文明办、共
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志愿者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
活动的实施意见》以来，省司法厅成立“法润三湘”公共
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我市及各区县（市）司法局于
2016 年先后成立了“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支
队和大队。两年来，我市志愿者紧紧围绕“党政关心、
群众需要”的热点难点法律服务问题，深入乡镇、街道、
社区、学校开展了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律师
公证、司法鉴定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志愿活动。

我市出台治超工作
考核办法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罗健强）3 月 29 日，
记者从市治超办获悉，《常德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已修订出台。

《办法》明确，市政府将治超工作纳入区县（市）政
府（管委会）和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绩效考核范围，市治
超领导小组代表市政府负责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工作
采取平时考核、暗访考核、专项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
各区县（市）和市直相关部门治超工作进行全面综合
考核，并依据全年治超工作考核得分排名。治超工作
不达标的，区县（市）政府（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相关
负责人和市直部门相关负责人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
秀。对治超效果没有明显好转和在省市明察暗访中
被发现的问题较严重的区县（市），启动治超工作约谈
机制，约谈及整改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同时，将
治超工作效果与公路建设市级补助资金拨付挂钩。
对治超工作综合排名处在全省后 10 位且综合超限率
在 0.3%以上的区县（市），严格执行省、市公路建设项
目补助资金降标、暂停资金拨付和项目限批等措施。
对因车辆超限超载发生较大交通安全事故、产生重大
社会负面影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实行交通工作目
标考核“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