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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27

日讯 （胡佑爱 徐亚

平）

3

月以来， 湘阴县东湖闸工地上

一派繁忙。

100

多位民工和

20

多台机

械干得热火朝天。 组织施工的县农

业开发投资公司负责人称 ： 凭借岳

阳市农发行年初发放的

1

亿元

8

年期

政策性贷款， 我们争取抢在汛期前

修建

4

座涵闸、

1

处拦河水坝 ， 完成

白水江堤护坡防渗漏、 河道清障疏

浚除险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可让辖

内

7.6

万多亩农田受益。

目前， 岳阳市农发行已向汨罗、

湘阴、 岳阳、 华容

4

个县 （市） 江河

洪道综合治理、 农田水利建设 、 农

村安全饮水等

4

个重点项目发放政策

性中长期贷款

4.02

亿元；

结合当地实际 ， 岳阳农发行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具体贯彻落

实到信贷支农工作中 ， 提出了 “一

调二增三结合” 的信贷思路 ， 即调

整农业政策性贷款投向与结构 ， 由

过去的农业政策性贷款只支持农产

品流通领域， 增加到改善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上来 ； 大幅度增

加农业农村中长期项目贷款的额度

和比重， 使以水利等为重点的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成为信贷支农的

主渠道和新的增长点， 并做到农业

政策性中长期项目贷款与中央和地

方的财政补贴扶持政策相结合 ， 与

地方政府的建设规划及推荐项目相

结合， 与本行的优惠信贷措施相结

合， 力求贷款产生最佳的社会支农

效益。 该行两次配合汨罗市财政投

资 ， 共发放

8

年期

1.8

亿元政策性专

项贷款 ， 支持在长达

25.6

公里的汨

罗江堤上， 对渗漏 、 滑坡 、 崩岸严

重的地方进行施工除险 ， 建拦河低

坝 ， 为两岸

5

个乡镇及屈原垸的

8.5

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

李群芳

山塘作为山区丘陵地区主要的

水利灌溉设施 ， 具有适应耕地分

散 、 灌溉及时和管理方便等特点 ，

承担着灌溉、 用水、 防洪等综合功

能， 在稳定粮食生产， 保障农村正

常生产生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 不少地方的小山塘使用

和保护情况却令人担忧。 实行农村

生产责任制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 一

些地方的山塘年久失修， 普遍存在

淤塞严重、 塘堤渗漏、 蓄水保水功

能退化等问题。 有关政府部门一般

只热衷于大中型水利建设， 而对小

山塘的建设重视不够。 农村青壮年

大量外出， 农村劳动力不足， 对水

利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也是造成

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

一口山塘的存在， 是历经时间

和地理的双重 “考察” 后形成的合

理存在。 可以说， 一口山塘决定着

一处农业生产的 “微环境”。 因此，

一口山塘的功能退化、 消失， 往往

影响着一方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小山塘关系着大民生 。 今年 ，

中央一号文件锁定水利建设， 并把

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点任务， 突出加强农田水利

等薄弱环节建设。 笔者以为， 有必

要将小山塘整修、 提质列为水利建

设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因为小山塘

为农田水利建设的薄弱环节， 历史

欠账较多 ， 需要尽快 “清欠 ”； 另

一方面， 它所需投入较少， 但见效

相对较快。

因此， 建议政府加大对小山塘

清淤、 修复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建

立以村组为主体组织实施、 政府投

入专项补助资金的工作机制， 建设

好小山塘， 让小山塘重新发挥稳定

山区粮食生产的重要作用 。 另外 ，

要积极引导村组根据实际情况， 建

立起小山塘的管理和保护机制， 让

遍布各地的小山塘长久地发挥大作

用。

� �

本报

3

月

27

日讯（记者 匡玉 通

讯员 阳精华 旷懿 魏文君 ）

3

月以

来，衡阳县长安乡湾塘村村民纷纷购

买种子等农资，准备将稻田全部种上

“双季稻”。在县里实施的骨干山塘清

淤整治工程中，湾塘村

48

口山塘得到

整治，增加、改善灌溉面积近

200

亩 ，

原来的 “望天丘”变成了“丰产田”。

衡阳县共有中型水库

6

座、 小型

水库

106

座，中型灌区干、支渠

2300

公

里。 这些水利设施修建时间久远，不

少已老化淤塞，不仅影响生产，还威

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解决水利问

题， 该县实施水库山塘除险加固、清

淤整治以及饮水安全保障、水生态环

境保护

3

大水利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他们抓住省里对 “衡邵干旱走

廊”进行综合治理的机遇，积极向上

争取专项资金， 并采取整合农业资

金、追加财政投入和群众自筹等多种

方式筹措资金，对水库、山塘进行除

险加固和清淤整治。近

5

年来，共投入

资金

4

亿多元 ， 完成各类水利工程

4.58

万处。 全县

6

座中型水库、

18

座小

一型水库得到除险加固，

1.45

万口山

塘得到整治， 增加基础水量

450

万立

方米 ， 恢复和改善农田灌溉面积

25.96

万亩， 一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900

多万公斤。

该县着力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

全。 吸引民间资本，发展适度规模的

乡镇集中供水项目；以村、组为单位，

建设小规模集中供水项目；利用乡镇

现有水厂，搞好管网延伸，向周边农

户供水； 对人口居住分散的村组，分

户打深井取地下水。 目前，全县已建

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71

处、分散式供

水工程

151

处， 解决了

16.8

万人饮水

安全问题。 同时，加强水生态环境保

护，对演水河、武水河、岳沙河、石狮

港、横江河进行综合治理，对沿河乱

建、乱倒行为进行了整治。 对流经县

境长达

133

公里的蒸水河的治理 ，也

已启动。

� � � �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凌伟）在教辅类图书占

8

成的长

沙图书交易会上 ，今天 ，中南出版传

媒集团在长沙举行新书发布会，该集

团推出的 《大设计 》等多款社科类新

书，成为本次交易会一大亮点 ，并受

到读者的追捧。

“本次我们一共推出

7

大系列

24

种新书，涵盖经典永恒系列，如《红楼

梦图谱》《伯里曼人体绘画教程全集》

等；智者无敌系列，如《蓝色天堂》等；

生存探索系列，如 《大设计 》等 ；追问

历史系列，如《帝国余晖 》等 ；青春如

歌系列，如《毕业这些年 》等 ；相伴成

长系列 ，如 《拿什么来爱你 ，我的孩

子》等；自在人生系列 ，如 《喝茶的智

慧》等。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副

部长戴茵介绍。

在教辅类图书唱主角的长沙图

交会上，中南传媒为何将营销重点放

在了社科类图书？ 该集团副总经理刘

清华介绍，“我们认为，在

2011

年的阅

读潮流中，思想观念类图书将成为第

一大热点。 因此，我们推出了《

6

度 愈

来愈热的星球》，《大设计》 等一系列

凝聚人类最前沿思想的图书。 同时，

关注心灵幸福将成为今年乃至今后

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持续关注的话

题 。 为此 ，我们开发了 《蓝色天堂 》、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等一系列

以“幸福”和“心灵关爱 ”为核心内容

的作品。 ”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来自湖南师

大历史系的小王同学抢先买了一本

《大设计》，他告诉记者，这是继《时间

简史》、《果壳中的宇宙》之后，霍金的

又一心血之作 ，是这位科学大师 “对

宇宙奥秘的最新思考”，很值得一读。

学前教师专委会高中

专分委会在长成立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章仙踪 屈晓军） 基本

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战略目标的实

现，需要数量充足、质量过硬的学前

教育师资， 需要研究学前教育师资

培养的培训模式、方法、体制、机制。

3

月

26

日在长沙成立的中国学前教

师专委会高中专分委会， 将肩负这

一使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

督学庞丽娟，省政府顾问、省民办教

育协会会长唐之享出席成立大会。

分委会将研究拟定我国高 、

中专学前教育教学计划， 重点组

织编写高专三年制、高专五年制、

中专三年制学前教育教材， 并进

行早期教育教材编写等相关研

讨， 筹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

业技能大赛。

衡阳县5年4亿实施三大水利工程

岳阳农发行4亿贷款支持水利建设

贯彻落实一号文件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 � � � 3

月

25

日 ，

张家界武陵源风

景区黄龙洞景区

韩国游人如潮 。

3

月份以来 ， 该

风 景 区 春 暖 花

开 ， 气候适宜 ，

吸引了众多的韩

国 游 客 。 据 统

计， 目前韩国客

人的日接待量同

比去年翻番。

吴勇兵 摄

武陵源

迎“韩流”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让小山塘发挥大作用

� � � �

一口山塘决定着一处农业生产的 “微环境”。 因此，

一口山塘的功能退化、 消失， 往往影响着一方群众的生

产与生活

中南传媒多款新书亮相长沙图交会

《大设计》等社科类图书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