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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的路旁，普洱茶树错落有致，走
进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东部
的光芒山，八月的阳光温馨静谧，纯净的
空气沁人心脾，万亩生态茶园里每一颗
茶树都仿佛在述说着普洱茶世代相传的
故事。

取茶、沸水温器、投茶、冲泡 ......茶
汤入口，苦中带甜，回甘迅速，饮完茶汤，
挂在茶杯里的茶香让人心旷神怡。

“中华文化的精髓，在茶里都可以得
到诠释。茶叶很美，能让你的心很快地
安静下来……”。因为爱茶，所以李易霖
对茶的历史起源、茶文化皆颇有研究。

就着一壶陈年普洱，西双版纳普洱
茶生态文化产业园管委会主任、西双版
纳吉盛祥茶文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李易霖讲起了他和光芒山的浪漫故
事。

邂逅光芒山 打造生态文化产业园
传说上古时代，神农氏尝百草，途经

现今的云南，回首遥望天空时，忽见远处
一带山林中散放出万丈光芒，闪烁灿烂，
映照天穹；又见一条七彩流虹，缤纷萦绕

在山峦周围，曼妙奇秀。神农氏顿觉喜
悦恬静，便循其方向找寻，翻越了九山八
水，终于在象月湖畔找到了山中漂浮祥
云的一座高山和一片生长着古茶树的土
地。神农氏见此地奇花烂漫、彩雾飘渺，
每日祥云光芒浮现，心生在此归隐山居
之意，但尝百草的事业还未完结，只好在
此驻足了三日方才离去。此地也因此而
得“光芒山”。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易霖
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洲勐海县，
第一次走进光芒山，才进入深山，他一直
在躁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眼前上百年、
千年的普洱古茶树，也让李易霖为之震
撼。

“那时我真的没有想到，云南境内居
然还有这么大一片古茶树园，这也许就
是天意吧！现在想想，不是我找到了光
芒山，而是光芒山找到了我。”李易霖
说。就是这一次与光芒山的邂逅，让李
易霖不加思索把光芒山作为自己人生的
转折点和新起点。

2007年 11月 16日，李易霖成立了
云南吉盛祥茶业有限公司，光芒山则是
云南吉盛祥茶业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吉
盛祥”的原料基地。

随后，经李易霖和其团队的精心考
量和设计，光芒山产业园开始建设，为了
尽可能地保护茶园，产业园内的所有人
行栈道都是木材修建而成，此外还设计
修建了古色古香的木屋、茶坊、餐厅。

到 2011年，光芒山上全称为“西双
版纳普洱茶生态文化产业园”（以下简称
产业园）的园区一期项目建设终于完成，
总投资达8亿元。建成了涵盖茶山体验
（识茶、采茶、制茶）、茶山旅游、普洱茶观
光工厂、茶艺培训、茶文化体验、养生度
假、生态农业、生态美食等多功能为一体
综合产业园。

自此，光芒山打造以普洱茶文化、绿
色生态文化、傣家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文
化产业园区，实现了以普洱茶特色为核
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光芒山是一个让人心静的地方，每

一位到光芒山的客人都能在云雾缭绕的
光芒山深处，漫步古茶园，找寻心灵之
旅，聆听茶的声音；领略茶山深处有人家
的别样意境；亲手采摘茶叶，亲身体验传
统制茶工艺；走进傣家吃茶饭、喝茶酒、
品茶菜，参与泼水狂欢，欣赏篝火歌舞；
种一颗属于自己的菩提树……”李易霖
说。

推出“全产权式私家茶园”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

2020年底，西双版纳普洱茶生态文
化产业园推出私家茶园项目。“与一直以
来茶叶圈里流行的认养不同，光芒山的
私家茶园项目是全产权式的，我们会把
茶园的产权通过办理不动产权的方式，
交易给购买方，使其真正在光芒山有一
片完全属于自己的茶园，我们则为业主
提供采茶、制茶、除草等全方位的服务。”
李易霖介绍。

李易霖说：“推出私家茶园项目，就
是想让乡村生态农业与城市消费需求通
过茶园紧密连接在一起，实现国内城乡
经济的双循环，并最终通过私家茶园的
带动，实现曼短村及周边村寨‘传得开、
引得来、留得住、富起来’的目标。”

“‘传得开、引得来、留得住、富起来’
是西双版纳普洱茶生态文化产业园实现
乡村振兴的具体目标和步骤。”李易霖介
绍，传得开，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
光芒山、曼短村及勐海宣传出去，擦亮勐

海普洱茶第一县的金字招牌；引得来，是
通过各种软硬件建设，打造光芒山吸引
力，使资金、游客汇集到光芒山；留得住，
是要将资金、游客留住，使产业和游客源
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助力；富起来，是乡
村振兴的最终目标，西双版纳普洱茶生
态文化产业园以后将更加注重规划和战
略实施，盈利项目及大部分盈利配套，交
给村集体和村民主导，最终实现区域内
的共同发展。

目前，产业园区已经带动当地众多
茶农增收致富。“产业园区只是一个基
地，还会辐射到周边的很多个点。有的
农户加入到园区内协助生产、加工，可以
拿到一定数额的工资；一些农户是不在
产业园区内的，但他们亲手种植的茶树
品质优良，我们也会到农户家里收购茶
叶，他们相应地就会增加一些收入，有的
农户种植了生态蔬菜、养殖了生态鸡、鱼
等，我们餐厅会按需去收购他们的菜和
鸡、鱼。”李易霖说。

一壶茶毕，李易霖和光芒山的故事
还未讲完，也讲不完。李易霖说：“光芒
山是我第二个家，家是我们回归的地方，
它需要精心呵护、需要我们努力谋求与
其共同发展。”

因缘际会，拥有 12000亩普洱古茶
树的光芒山犹如一块璞玉，正一点点打
磨成别具特色的茶主题文旅名片。

（张云芳）

近年来，勐海县勐满镇城子村委会
曼贺龙村小组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
式，加强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
理，形成了村寨基础设施一起干，美丽乡
村一起建的良好氛围。

微沿着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一路向
前，微风吹拂着路旁的甘蔗叶沙沙作响，
高大茂密的菩提树下，村民们正在热火
朝天地修建沟渠和拆除围墙。村民玉儿
高兴地说：“我们自己家园建，一起齐心
干，才会越来越美”。

曼贺龙是一个有着52户257人的的
傣族村寨，以前村里垃圾成堆无人打扫，
村内杂草丛生无人管，环境卫生脏乱差，
村规民约跟不上。村民玉儿说：“以前村
垃圾随便乱丢，鸡、猪都是放养。”

为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人居环境，
2019年初，曼贺龙党支部组织一户至少

一人，去到曼恩、曼拉、曼岗等地参观学
习。回来后，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一起
商议建设美丽曼贺龙。会上，大家热情
高涨，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很多意见，
一起规划美好蓝图。但是，村里没有集
体经济，没有建设项目资金，让大伙都犯
了难。

小组组长岩温比说：“当时，大家商
议了好半天，但是没有钱，大家都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有人就提议，把边民补助
凑拢，一起来建设村寨。后来我们通过
村一事一议，从 2019年来，我们就用村
民凑的钱，买了水泥、砖还有砂石，来进
行道路硬化。”

通过小组干部和村民的努力，村寨
道路硬化了、太阳能安装好了、花池建好
了、活动场所修缮了。至 2020年底，曼
贺龙小组村内道路硬化3850平方米，建

设修建大坝、输水涵洞（涵管）、灌溉输水
渠道1.6公里，安装太阳能灯13盏，新建
公厕 1个，家家户户在花池上种上了各
种花草，村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为
了把家园建设得更美，2021年，由村小
组干部带头，拆除了围墙，老百姓也跟随
拆，美化了村庄，找回了乡愁。

人居环境整治上初见成效后，党支
部开始抓村规民约，通过多次的会议，群
众积极参与讨论，修订了新的村规民约，
包括对违法乱纪的整治、婚丧嫁娶的管
理、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人禽分离养殖模
式等的内容。

城子村委会监督主任岩温国说：“曼
贺龙村规民约执行得比较好，猪、鸡已经
不在村里养了，如果是喝酒吵架、闹事就
要要罚款。现在喝酒闹事的人少了，还
有喜事、丧事那些都是简办了。”

村民的生活有了新变化，党支部又
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造血功
能。在原有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党支部
因地制宜，2020年，引进了火龙果的种
植。党支部书记岩再合说“我们寨子的
传统产业是茶叶、橡胶还有甘蔗，去年开
始，我们也引进了一批火龙果种植，如果
后续收入可以的话，我们也会发展集体
经济的同时，鼓励村民进行大规模种植，
给村民增加经济收入。”

正在进行美丽家园建设的曼贺龙
村，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村寨的点
滴变化，铺开这幅美丽画卷不止这一朝
一夕，相信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在村党
支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乡村振兴
的路上，终将会迎来春暖花开。

（马静 杨小杰）

今年上半年，勐海县全县主要经济指
标稳步回暖，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进中见好、好中蕴新”的良好态势，经
济发展实现“开局漂亮”，交出半年合格

“勐海答卷”，为实现“全年精彩”打下坚实
基础。

上半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8.5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同比增长
15.4%，排全州第 1 位，两年平均增长
7.5%，两年平均增速与一季度持平。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71 亿元，增长
8.2%，两年平均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
值28.45亿元，增长20.8%，两年平均增长
13.7%；第三产业增加值40.38亿元，同比
增长15.1%，两年平均增长4.5%。

农业稳步推进，种植业较快增长。上
半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1.22
亿元，同比增长 10.2%，两年平均增长
6.4%。

主要产品产量增长，夏粮产量0.16万
吨，增长 85.0%；蔬菜产量 5.6万吨，增长

7.2%；水果产量6.12万吨，增长15.5%；茶
叶产量 1.43万吨，增长 17.2%；橡胶产量
0.43万吨，增2.4%；生猪存栏7.59万头，增
长59.3%；出栏2.33万头，增长39.9%。

工业稳步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4.1%，两年平均增长11%。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0.9%，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6%，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降
7%。

从产品产量看，精制茶0.57万吨，增
长 48.7%；酒精 7799千升，增长 7.8%；食
糖 12.23 万吨，增长 0.8%；商品混凝土
23.03万立方米，下降33.5%；发电量2.63
亿千瓦时，增长9.1%。

从企业经济效益看，1-6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85亿元，同
比增长89.4%；实现利税总额10.64亿元，
同比增长 116.3%，其中利润总额 9.05亿
元，同比增长121.5%。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房地产行业
运行稳定。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7.6%，两年平均增长7.8%，两年平均增
速比一季度提高15.5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9.6%，两年平
均增长 25.7%。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28.2%，两年平均下降19.1%；销售额增长
25.4%，两年平均下降17.5%。

市场消费能力恢复，商品销售较好。
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9亿
元，同比增长15.3%，两年平均下降3.8%。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 23.48亿元，同比增长 6.3%，两年平
均下降 7.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42亿
元，同比增长81.5%，两年平均增长16%。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4.47亿元，
同比增长34.6%，两年平均增长2.1%；商
品零售24.43亿元，同比增长12.4%，两年
平均下降4.8%。

从商品销售类别看，限额以上单位部
分商品零售增长较快，其中粮油、食品类

同比增长 24.2%；烟酒类同比增长 75%；
书报杂志类同比增长125%；机电产品及
设备类同比增长9.1%。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重点领域保障有
力。上半年，全县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3.36亿元，同比增长 27.6%，两年平
均增长4.8%。其中，税收收入2.31亿元，
同比增长24.5%。

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6.26亿
元，同比下降4.7%，两年平均增长1.4%。
其中：卫生健康支出4.26亿元，同比增长
66.4%；教育支出 3.43 亿元，同比增长
1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6亿元，同
比增长 16.4%；公共安全支出 0.95亿元，
同比增长25.5%。

金融市场健康运行，保持高速增长。
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51亿
元，比年初增加 20.44 亿元，同比增长
14.5%。其中：住户存款96.41亿元，增长
14.8%。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97.04亿

元，比年初增加 14.72 亿元，同比增长
31.7%。其中：住户贷款57.89亿元，增长
21.7%。企（事）业单位贷款39.14亿元，增
长49.9%。

旅游接待能力恢复，进出口贸易较快
增长。上半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24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9%，较上年同期提
高100.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下降35.2%，
其 中 国 内 游 客 247.54 万 人 次 ，增 长
33.5%。实现旅游总收入31.35亿元，同比
增长 28.4%，较上年同期提高 102.3个百
分点，两年平均下降 42.1%，其中国内旅
游收入31.32亿元，增长29.3%。

进出口总值13440万美元，同比增长
30.1%，增速较1-5月下降5.2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12055万美元，增长33.4%；进
口1385万美元，增长7.0%。

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差距持续缩
小。上半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16616元，同比增长11.2%，两
年平均增长6.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827元，同比增长 14.8%，两年平均增长
10.1%。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1.88，比一季
度缩小0.2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进一步缩小。

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上
半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3%。其中，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1.5%，涨幅与5月份持平。分类别看，
食品烟酒同比上涨2.4%，衣着上涨0.4%，
居住上涨 0.5%，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0.1%，交通和通信上涨1.9%，教育文化和
娱乐下降1%，医疗保健上涨0.6%，其他用
品和服务上涨4%。

舵稳再奋楫，风劲好扬帆，踏上新征
程。勐海将以全力建设普洱茶现代产业
示范县、康养旅居示范县、乡村振兴示范
县为奋斗目标，迎着更美好的明天大步向
前！

（勐海县融媒体中心）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公仆意识、为民情怀，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
干部表率作用，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
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化妆品抽检 保障安全

为加强化妆品质量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用
妆安全，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化妆品抽检工作。充分发挥抽检工作在
发现化妆品质量问题及风险监测中的作用，提
高科学监管水平。

此次抽检工作以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为
主，以发现问题、防控风险为基本原则和主要
目标，通过抽检不同区域、场所、类别的商店，
主要覆盖母婴用品专卖店、美容美发机构、商
场和超市等。聚焦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
以问题多发品种为重点对象，重点关注直接关
系到消费者安全健康的问题，结合问题危害程
度，加强靶向抽样，提高问题发现率。截至目
前，共抽检化妆品 8批次，其中涉及祛斑、美白
类产品 1批次，保湿滋润类产品 1批次，婴幼儿
和儿童护肤类 2批次，防晒类产品 1批次，紧致
抗皱类产品 1批次，祛痘类产品 1批次，洗发类
产品 1批次，面膜类产品 1批次。

“扛牢强边固防”保障饮食安全

为坚决扛牢强边固防，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主动担当、积极应对，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员领导干
部和工作人员下沉到打洛、西定、布朗山等边
境一线，现场检查抵边所（室）各供餐单位食品
安全，查看各供餐单位是否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是否符合供餐食品安全要求，详细检查了
消毒消杀情况和记录台账、原材料采购渠道和
禁止提供野生菌、白酒、剁生等情况。严格把
控疫情防控及食品安全卫生，与供餐主要负责
人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通过检查，为实现边
境物理隔离阻拦设施全覆盖作出积极贡献，为
抵边联防所（室）的战士们做出一份“饮食安
全”保障。

强化监督生产 保障消费者权益

为切实加强大米质量安全、标签标识、计量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等违法行为，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案件
查办力度，促进大米生产行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勐海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勐遮管理所对勐遮镇辖区内 22家大米加工厂开展检查。

通过调阅记录、查看包装、比较价格、询问企业负责人等，对存在生产销
售的大米标注净含量与实际重量不符、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等违法行为的企
业，当即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向生产企业宣传计量、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积
极引导生产企业诚信经营。此次专项检查共立案查处 7家，处罚金额 4.6万
元。

严格监督执行要求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守住人民群众健康防线，根据《云南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暂停边境地区“一退两抗”药品销
售的通知》（云药监通〔2021〕20号）文件要求，全省 25个边境县、市的药店暂
停销售退烧、咳嗽、感冒、抗病毒、抗生素等“一退两抗”药品（包含有上述功
能的药品）。以严格督促辖区内零售药店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停售相关
要求，严格开展对照企业报送的下架封存药品信息核实检查，严格督促企业
上报数据信息真实的要求。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实际，立即组织辖
区所有药店暂停销售感冒、退热、咳嗽、腹泻、抗病毒、抗生素（抗菌）等“一退
两抗”药品，并对需要购买停售药品的群众，积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劝导、
引导其前往医疗机构科学就诊，以此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 7月 22日，勐海县辖区（包括各乡镇、街道、农场）下架停售“一退两
抗”类药品的药店共计 114家，全部完成“一退两抗”药品下架封存备案工作，
共计下架停售相关药品 1740余个品种，共计约 233370盒（瓶/包）。现场核查
药店 85家，出动执法人员 40人次，均未发现有销售“一退两抗”药品的情况。

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坚持把边境疫情防控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
务，筑牢边境疫情防控思想防线，守好食品、药品安全防护底线。

（勐海县委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

走进勐海走进勐海

我和光芒山有个约会
——访西双版纳普洱茶生态文化产业园管委会主任、吉盛祥茶文化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易霖

勐海经济“开局漂亮”交出上半年“合格答卷”

勐海县勐满镇城子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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