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沐的农业产业模式，真正让我
们农民知道种什么（好品种）、怎么种
（专业技术指导），做到了冬闲地不荒
（土地的高效利用）、生产不用忧（农业
机械专业化生产服务）、收后不用愁（产
业链收购）、销后乐哈哈（土地入股、利
益共享、销售增值分红），让大家真正获
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天沐的农业产业模
式很有说服力。”桃源县佘家坪乡新港
村主任杜伟感叹道。

“天沐”就是桃源县天沐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近年，联合社通过
湖南中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带
领，构建了优良的品种、科学的种养、规
范的生产、高效的产出、统一的收购、精
细的加工、品牌的营运、高附加值销售
的一套完整农业产业，打造桃源生态优
质富硒香米品牌，让桃源香米香飘全
国。

为了让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效
果，去年，桃源县金子山红星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用两种生态水稻套种模
式种植实验，均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了较
高的经济效益。一是稻、菇种植模式。
水稻收割后，利用收割后的稻草，就地
种植蘑菇品种，12月到今年4月采菇，

亩产达到了 2000 至 4000 公斤，高效地
利用了土地资源，解决了因桔梗焚烧造
成大气污染的问题，而且蘑菇田中桔
梗、稻草的腐蚀物的再利用对农田土壤
土质进行了改良。二是稻、蛙、鱼、茭白
一体化种、养模式。把 20 亩稻田边挖
成回型水沟，做为青蛙水面栖息地，稻
田中施复合农家生态肥，不打农药，利
用青蛙吃虫，稻田中高密度养殖青蛙，
水沟内养殖沙塘鲤和种植双季水生植
物茭白，每亩产值达到了6万多元。

吹糠见米的实验取得了巨大成
功。2018年3月12日，桃源县金子山水
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倡议组建的桃源县
天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
并完成工商注册，联合社整合了 19 个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26个家庭农场、
16个种粮大户、一家高科技农业公司，
现有水稻种植面积近5万亩。

为了推动农业向生态化、集约化、
规模化、高效化、精细化、专业化、产业
化、智能化生产模式的转变，天沐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总结出了一套

“农业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
体系”。体系的建立，一是把各种农产
品的碎片通过产业路由器整合、包装、

策划、增值后，精准地输送给了市场；
二是企业将利用股份、股权激励机制，
充分把上游企业的优势资源和下游农
民的劣势资源整合互补，让农民在整
合互补中受益；三是专业的农业科学
技术服务体系，引导农民种什么、怎么
种；四是专业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服务
体系，降低了农民生产成本，减轻了农
民劳动强度；五是科学的种植方法，高
效利用了土地资源，从下游就大幅度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六是科学的种植
方法，由于植物废弃物大量、高效的利
用，彻底解决桔梗焚烧问题，还天空一
片蔚蓝；七是科学的种植方法，由于把
桔梗的腐蚀物还于土壤，减少化肥的
使用量，解决了土壤酸化的问题，将会
逐渐解决土壤中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
量超标的问题；八是体系建立和科学
的种植方法，会让农民感受到种田的
轻松，一条微信、一个电话，技术服务、
生产服务立马到位，彻底改变了农民
传统的劳作方式。缺乏劳动力而又不
想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可由于精细的服
务，让土地产生最大的效益，真正做到
了精准扶贫。

湖南中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支撑、桃源县金子山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实施科学实验、桃源县天沐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进行科技
推广，一条完整的链条整合了各种农业
科技资源，用科学、生态、环保、农业废
弃物循环利用的种植方法，促成“农、
林、牧”之间的循环，“动物、植物、微生
物”之间的循环，高效利用土地，使土地
最大化的产出，并构建一套完整的生态
产业闭环，让所有的农业废弃物，物尽
其用，充分挖掘其所有农产品的附加
值，力争三到五年内，让局部平均每亩
土地产值达13000元人民币，每亩土地
纯收益6000元左右……

让土地最大化产出让土地最大化产出
—— 桃源县天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产业模式桃源县天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产业模式经验经验

□本报记者 武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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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张高速热市互通至黄石公路开建
本报讯（通讯员 陶纯）3月29日，常张高速桃源热

市互通至黄石公路工程开工。
常张高速热市互通至黄石公路工程总投资约4.48

亿元，起于热市镇温泉村，途经九溪镇、黄石镇，止于黄石
水库灌区管理局农业村，全长32.34公里，按二级公路技
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对优化区域干线公路网络，改
善县域北部交通运输条件，提高黄石库区防汛抢险救灾
能力，助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禽病专家开展禽流感监测
本报讯（通讯员 陶牧）3月21日至22日，农业部禽

流感参考实验室禽病专家邓国华博士一行到桃源，开展
泛洞庭湖水鸟栖息地禽流感监测。

专家们选择了沅水两岸野鸟常息栖湿地的6家蛋
鸭养殖户和1个来源广泛的综合农贸市场，采集了300份
（肛喉、环境）拭子、100份全血样品。通过实验室检测、数
据综合分析，全面掌握了流感病毒在洞庭湖流域的分布
状况，为有效防控禽流感疫情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千余农民接受农业科技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婕 杨敏）3月30日，桃源县农教

办到三阳港镇组织开展冬春农业科技及实用技术培
训。去冬今春，该办组织农业、农机、畜牧等方面专家下
乡开班授课进行农业科技培训，截至目前已相继开展了
10期培训。

培训采取集中办班、现场示范、进村入户、发放资
料、科技指导与咨询等形式，充分利用广播、互联网、
PPT等培训手段，为农民群众送技术、送信息、送政策、
送服务。全县1100余名专业合作社成员（社员）、种粮大
户、农场主及农民群众参与了培训，共计发放资料3500
余份、解答群众提问230多条。

洵阳街道公开回复信访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何俊雨）“公开信访执政回复，对信

访对象是一个很好的交待。基层党员、群众非常欢迎这
种公开公正的形式，让我们更加坚信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3月19日，桃源县浔阳街道办事处尧河社区党员颜
加森参加了街道信访问题公开回复会后点赞说。

当日，针对尧河社区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浔阳街
道纪工委召集社区党员群众代表和社区两委成员，进行
了公开回复。社区信访办负责人分别解读了信访受理
业务知识，对信访反映问题逐一回复，并对信访问题的
处理结果、处理依据和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全部公开，
接受群众的问询。之后还下发了“信访公开回复民主测
评表”，测评满意率达100%。

扶贫攻坚看桃源

【漳江 丝】雨
“扫墓”莫成“烧墓”

□叶金福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到了，扫墓又成了一个热门话
题。往年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群是一拨接着一拨，有的手
中拎着大大小小的鞭炮，有的手里拿着一沓沓冥币、金银元
宝，有的甚至还扛着大大小小用纸扎成的彩电、冰箱、电脑、
汽车、别墅等等。一到墓地，不是燃放鞭炮，就是焚烧冥币、
金银元宝和彩电、汽车、别墅等。一时间，整个墓地里火光四
起，浓烟滚滚，纸灰乱飞，扫墓俨然成了“烧”墓。

据报道，每年清明节前后，各地因扫墓时燃放鞭炮、烧香烧
纸而引发的火灾不计其数，造成了严重的山林火灾。

清明扫墓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思念。笔者以为，
扫墓应该提倡文明、低碳，不妨采用献上一束鲜花、种上一棵
小树的方式扫墓，这样既文明，又有意义。应坚决摒弃烧香、
烧纸、烧别墅、放鞭炮等扫墓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已有不少人清明扫墓之时，一改
往年不合时宜的陈旧方式，自觉注重文明祭扫，他们或尝试
网上祭奠，或家庭追思，或鲜花祭祖等新方式，这既表达了追
念之情，又还清明节以清明，确实值得提倡。

桃源县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工作要求

压实责任 明确任务 突出重点
本报讯（通讯员 李翔根 刘柯江）3月28日，桃源县委副

书记、县长庞波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任务、突出重点，
集中精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当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召开会议，听取了县脱贫攻坚
指挥部易地搬迁组、健康扶贫组、教育扶贫组、驻村帮扶组、
扶贫办公室等一室九组的工作汇报。

庞波指出，当前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级
各部门要统一思想、集中精力、聚焦问题，迅速推进各项工作
的开展。脱贫攻坚指挥部要进一步强化牵头抓总的职能，加
强宏观调度，建立月调度机制；要发挥好扶贫办的参谋、轴心
作用，加强一室九组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要夯实乡镇（街道）作为脱贫攻坚行政主体的责任，
以及分管领导、驻村工作人员的责任，近期尽快做好进村入
户工作、2017年已脱贫点村的工作总结和2018年工作规划，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县委副书记陈德对易地搬迁选址、行业扶贫政策落实等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宏秋，县政
协副主席胡见可出席会议。副县长陈会龙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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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琐事闹争执 油锯伤妻被批捕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智勇 刘晶）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

争执，丈夫竟拿油锯紧追不放，将妻子身体多处割伤。近
日，桃源县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宋某祥
批准逮捕。

经查，犯罪嫌疑人宋某祥与妻子姚某长期分居，感情
不和。2月8日10时许，二人又因生活琐事在家中发生争
吵，随后宋某祥将家中大门反锁，拿出并发动油锯，欲割伤
姚某。姚某逃至二楼阳台后，见宋某祥紧追不放，便从阳
台跳下逃跑。宋某祥紧追至楼下，面对姚某的苦苦哀求仍
不予理会，用油锯将姚某的双腿、手部、面部割伤。警方接
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宋某祥抓获。经鉴定，
姚某的伤情为轻伤。

土地权属引干戈 警司联调化玉帛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斌）3月29日，桃源县泥窝潭司法所、

派出所联合出击，化解了一起因土地权属引发的民间纠纷。
去年12月17日，王某在青龙山村自家田里用汽油割

草机割草，遇到同村李某，双方因土地权属问题发生争吵，
情绪激动，争吵之时，李某的小腿不慎被割草机割伤，双方
因此发生矛盾纠纷。

3月29日，乡政府组织司法所、派出所前往青龙山村
进行调解，通过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现场查看、走访调查
等方式查明事情的详细情况。在调解过程中，受害者情绪
激动，不愿接受调解，调解员不断安抚其情绪，并进行耐心
劝说，终于让李某接受了调解建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握
手言和。至此，一起因土地权属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有效化解。

近日，桃源县林业
局森防站技术人员分赴
三阳港镇、佘家坪乡、龙
潭镇、观音寺镇、九溪
镇、热市镇等马尾松主
产区乡镇，现场调查马
尾松毛虫越冬代虫口基
数。技术人员经过设置
标准地进行大面积广泛
调查，仅发现个别乡镇
马尾松毛虫越冬代二龄
幼虫，且虫口密度极低，
初步预测 2018 年马尾
松毛虫将不会大面积爆
发成灾。

本报通讯员
董立军 罗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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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熊斯瑶 吴奎）3月23日，常德
市检察院调研组到桃源县检察院调研控申、法警
工作。

调研组听取了该院司法救助方面工作的汇
报，该院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有600余件涉及700
余人，办案基数大，司法救助的任务较大，特别是有
些在检察环节做出不起诉的案件，其被害人或近亲
属急需救助，而该院办理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绝大

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是无监护人、无固定住所且
无经济来源的对象，更需要司法救助。为此该院建
议对基层院司法救助经费予以全额保障。

调研组对桃源县检察院控申、法警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就2018年工作提出要求：控申工作
要抓好信访维稳、落实信访改革制度、坚持有案必
办等工作；法警工作要定好位，提高自身的认识，
要加强队伍管理，提高见警率。

市检察院调研桃源控申和法警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徐探）3月29日，全市公安交通
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桃源县公安交警大队被评为2017
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2017年，桃源县公安交警大队围绕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指数明显下降

的核心目标，深入开展“百日会战”“四大攻坚战”，
扎实推进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促和谐各项工
作。全队民警、辅警上下同心，以辛勤付出和无私
奉献确保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明显好转，广
大群众交通出行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交警大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获殊荣

本报讯（通讯员 涂定平 高健）3月20日起，桃
源县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对各派出所户籍业务、
工作对象管理和“一标三实”工作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查漏补缺式检查和指导，有力地推进了户籍档
案电子化管理工作进程。

为方便广大群众办理各类证照，不因遗失或
工作人员失误造成不便，实现人口业务纸质档案
的电子化，提升人口业务档案管理水平，按照省公

安厅《关于全面开放人口及全省通系统电子档案
功能的通知》要求，桃源县公安局通过提前部署、
建立考评机制、为派出所添置全新电子高拍仪、培
训业务骨干等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去年11月起，
所有人口业务档案均按照政策和业务材料要求上
传，人口业务纸质档案电子化管理，不仅方便了群
众查找档案、办理证照，同时规范了基层户籍员日
常工作行为，便于管理部门随机检查基层工作。

户籍档案电子化管理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