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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同比增产6%� �双季稻推广率100%

屈原区“四大四好”促早稻大丰收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易送君） 早稻收镰之际， 岳阳市屈原
管理区营田镇菱湖村村支书钟卫红异常
高兴： “与去年同期相比， 我村1000亩
早稻示范田每亩增产60公斤以上。”

今年春夏连旱 ， 但屈原管理区早
稻依然获得大丰收 ： 13.8万亩早稻同比
增产6%， 农民亩平增收85元 。 其中实
行机械化育插秧和软盘抛秧的5万亩早

稻增产9%， 部分高产试验田亩产达650
公 斤 左 右 。 全 区 双 季 稻 推 广 率 达 到
100%。

屈原管理区去年被列为 “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 今年初， 该区提出 “基地
大、 产业大、 龙头大、 品牌大， 规划好、
机制好、 环境好、 效益好” 的 “四大四
好” 发展思路， 全力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步伐。 他们确立了10万亩标准化吨粮田、

10万吨优质稻深加工的 “双十万工程 ”
目标； 相继出台了控制水稻直播确保水
稻稳产高产、 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示
范推广等文件， 重点推广超级稻生产和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在全区开展水稻优
质高产竞赛活动， 重奖科学种田。 乡镇
100%推广抛秧和机插秧 ， 奖励10万元 ；
对300亩以上的水稻非直播种植的大户，
奖励5000元。 全区用于早稻种植单项奖

励资金达200万元。
该区启动了10万亩优质稻基地育插

秧机械化建设项目； 投入1000多万元完
善了灌溉系统； 派出100多名科技特派员
和农技人员， 走村串户宣讲政策， 推广
新技术、 新品种、 新机具。 通过市场手
段 ， 组建专业合作社 ， 按照 “大户+联
户+专业化公司” 的运作模式， 着重解决
购买插秧机和育秧两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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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陈淦璋 通讯员 罗云
峰） 记者今日从省财政厅获悉， 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
活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即日起， 我省将全面启动 《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以下简称
“联动机制”）。 今后， 如每月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涨幅
连续3个月超过3%， 该机制将自动启动， 并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 同时， 省财政今天已正式下拨4000万元救助资金至
全省各市州县， 用于补贴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户等低
收入群体。 （下转3版①）

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物价补贴联动机制全面启动
省财政下拨4000万元救助资金

岳塘区“三化”同推城乡统筹发展
基础设施一体化 社会保障同等化 经济建设同体化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
员 薛峰 伍春阳 谭丝妲） 近年在湘潭市岳
塘区乡间屹立起来的 “滴水”、“清水”、“五
爱”、“霞城”等村民集中小区，建设标准、配
套设施和物业管理与城市居民小区基本相
同。居住在这些“村民小区”的上万名农民
得意地说：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带给我
们的远不只是居住条件的脱胎换骨。

该区去年启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以

“基础设施一体化、社会保障同等化、经济
建设同体化”为主要内容同步推进。

基础设施一体化：共计投入近4亿元，
使进村入户水泥公路融入全区公路网络；
96%以上的村完成了电网改造，90%以上
的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实现了污水清排、
垃圾清运、庭院清洁；家庭用气工程建设
也已启动。

社会保障同等化：把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建到行政村和城区社区，在大力实施居
民医保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新模式，一同解决了城乡居民医疗
难的问题；积极推行区领导、知名企业、城
区优质学校联点办校新策，使农家孩子获
得了与城里孩子一样的良好教育；在全省
率先实施城乡困难群体共同享用廉租房
和经济适用房政策， 目前已有800多户城
乡低收入家庭住进了楼房；社会保障网络

已覆盖城乡，目前已有近一半的农民实现
了“老有所养”的夙愿。

经济建设同体化： 在农村发展了以
“伟鸿实业” 等为龙头的60家农产品加工
企业 ，农产品转化率达80%以上 ；建设了
10个无公害蔬菜、特色水果基地和农家乐
休闲中心，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幅连续
2年高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5个百分点
创造了条件。

�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朱智 通讯员 何其） 我省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惟一中型农机———“龙舟” 牌履带自走
式旋耕机， 今年全面投放市场并一炮走红。 记者今天从
我省知名农机生产企业湖南中天龙舟农机有限公司获悉，
该产品国内市场持续走俏， 并远销东南亚地区， 产品供
不应求。 到8月上旬， 已有800多台销往全国13个省市区，
一订近10台的外地大客户有13家正排队等货。

中天龙舟农机公司利用其在联合收割机研制方面的
成熟技术， 从2004年着手自主研发出履带自走式旋耕机。
2009年通过省级鉴定并获得国家专利。 去年适应性投市，
今年开始全面投入市场。 （下转3版②）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陈亚静 贺佳） 记者今天从省
人大环资委 、 省长株潭两型办 、 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获
悉， 我省正加紧进行专项调研 ， 着手出台具体规划和方
案， 大力推进以 “一心”、 “一脉”、 “一肾” 为标志的生
态环境建设。

“一心” 就是昭山生态绿心， 位于长株潭三市交界地
带， 规划面积500多平方公里。 “绿心” 相当于城市群的
“肺叶”， 在调节气候、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水源涵养、 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屏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省两型办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生态绿心被划分为 “禁止开发区”、
“严格限制开发区”、 “一般限制开发区” 和 “建设协调
区”， 实行严格的生态空间管制。 其中， 禁止开发面积占
规划区面积的一半。

“一脉” 是指湘江。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 湘江流域承
载了全省的60%人口和70%的生产总值， 是名副其实的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 “命脉 ”。 据省法制办主任许显辉介绍 ，
目前， 省法制办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立法计划， 组
织、 协调省水利厅、 省环保厅等部门， 共同起草了 《湖南
省湘江管理条例 （草案 ）》， 就进一步加强湘江水资源管
理、 水污染防治、 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机制等问题给予立
法明确， 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 干流还是支流， 都将切实
负起应尽之责 ， 共同保护湘江 ， 力求重现湘江 “漫江碧
透”、 “鱼翔浅底” 的优美画卷。

湿地 、 森林 、 海洋并称世界三大生态系统 ， 被称为
“地球之肾”。 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洞庭湖有着 “长江
之肾” 的美誉。 随着我省 “两型社会” 建设的加速推进，
如何保护好这 “一肾” 摆上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省水利厅
厅长戴军勇表示， 作为水利大省， 湖南将以中央水利工作
会议的召开为契机， 进一步加快洞庭湖综合治理， 加强生
态修复， 保洞庭湖一湖清水。

“一心”、 “一脉”、 “一肾” 的保护与建设， 必将为
“两型湖南” 增添新的魅力。

� � � � 8月8日， 刘贵喜期盼已久的省红十字会负责人和器官捐献协调员来了， 她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善举， 决定向社会捐
出自己的遗体， 用于医学研究。 刘贵喜患有乳腺癌、 胆囊癌、 胸腔癌、 骨髓癌4种绝症， 凭着顽强的毅力， 与病魔抗争了11
年。 作为涟钢福利企业公司炉料分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她先后创办了5家残疾人企业， 解决了众多残疾人就业。

郭国权 王海迪 摄

� � � �本报上海8月11日电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张志龙）
“农字号” 湘企大胆东进。 今天， 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 省乡镇企业局组织52家农业龙头企业， 与上海
湘才实业公司签约， 联手开拓上海市场。

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 推进 “湘品出湘”。 湖南农
产品南下， 在粤港开拓了主销区； 北上首都， 湘产大米、
柑橘、 茶叶等在北京的八里桥、 新发地等大型批发市场
站稳脚跟， 开始辐射北方市场； 而东进上海、 辐射长三角
的进展相对缓慢。

为加快湖南农产品东进， 去年10月， 省政府驻上海办
事处委托上海湘才实业公司， 选择国内最先进、 辐射力
最强的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开办湖南馆， 打造
湖南农产品在沪的 “旗舰店”， 展示湖南农产品的整体形
象。

走进湖南馆，君山茶、隆平米、华鹏卤菜、绿海粮油……
160多个 “湘字号” 精品琳琅满目。 相邻的北京馆、 西藏
馆、 宁波馆， 也个个 “争妍斗艳”。 省乡镇企业局局长肖
彬称： “湖南农产品进上海， 首先要赢形象分。 擦亮湖南
馆这个 ‘窗口’， 精品要进馆， 进馆必精品。”

根据今天签订的协议， 湘企生产加工的农产品， 免费
进入湖南馆展示， 并委托上海湘才实业公司对入馆产品
进行直销。 上海湘才实业公司已与沪200多家大中型超市
达成销售协议， 湖南农产品可 “直奔” 上海超市。

“省政府搭台， 为农产品入沪开辟主销渠道， 抱团展
示形象， 让企业大胆东进。” 来自永州市祁阳县的银光粮
油董事长李蔚签约后对记者说， 他们将努力把湖南香米
推向上海市场， 打响品牌。

“一心”“一脉”“一肾”
彰显“两型湖南”新魅力

省府搭台助“湘品出湘”
52家“农字号”湘企抱团闯上海
160多个精品亮相上海西郊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湖南馆
上海湘才实业公司与沪200多家
大中型超市达成湘品销售协议

中型农机始有“湘”字牌

“龙舟”旋耕机走俏市场

� � �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乔伊蕾） “我
用电影为乡亲们送去欢乐，也从中体会到
无限的欢乐。 我要一辈子为乡亲们放电
影！” 永兴县柏林镇农村电影放映员马恭
志的话语朴实而感人。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全省宣传系统群
众路线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暨“走基层转
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视频会议上，6位代
表深情讲述了立足本职工作、服务人民群
众的苦乐情怀（代表发言摘要见7版）。

马恭志， 迈着残疾的双腿，23年来走
遍永兴的村村寨寨，放映11000多场电影，
深受百姓欢迎。

董希如， 平江县委宣传部的退休干
部，25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基层宣讲理论的
讲台。

陈艳，“80后”青年，刘少奇同志纪念
馆的一名讲解员 ，12年累计接待观众近
200万人次。

李立川， 湖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从

事评论写作和编辑10多年，每年都会挤出
3个月时间到基层调研。

马北海， 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
他和他的同事们出版的通俗理论读物产
品由过去每年一两种，递增至去年的20余
种。

谢小平，怀化市6902台台长 ，为了确
保老百姓更好地收看收听广播电视节目，
包括他在内的全台４０多名员工坚守在海
拔1487米的雪峰山帽子岭。

“要看到，基层一线是新闻工作的源
头和活水。只有到了一线，才能听到百姓

的心里话；只有俯下身、弯下腰，才能深切
体会和感受百姓情怀， 从而丰富报道内
涵，升华报道主题。”省委常委、省委宣传
部部长路建平在会上深情地说。

路建平充分肯定了6位发言代表的先
进事迹。他说，“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是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新闻战线的
深化和具体化。如果只是跑机关、泡会议、
编材料，只是从网上找材料、向会议要资
料、改报告为报道，作风漂浮、文风呆板，
就会远离生活、远离实际、远离群众。无论
社会环境怎么变化、 工作条件如何改善、

采访手段怎么先进，我们都不能忘记深入
群众“接地气”的传统，不能丢掉走进基层
“抓活鱼”的做法。一定要把“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作为新闻战线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作为深化“三项学
习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抓紧
抓好。

会后，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宣管办主
任、湖南日报总编室主任颜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慨地说：“好新闻都是用脚 ‘写’
出来的。 只有真诚地走进基层这个大课
堂，才能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才能写出散
发泥土芳香、 饱含质朴情感的好稿子，形
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

“基层一线是新闻工作的源头和活水”
我省宣传系统部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 � � �●只有到了一线，才能听到百姓的心里话；只有俯下身、
弯下腰，才能深切体会和感受百姓情怀

●无论社会环境怎么变化、工作条件如何改善、采访手段
怎么先进，都不能忘记深入群众“接地气”的传统，不能丢掉走
进基层“抓活鱼”的做法 � � � �适合南方水田旱土，可一次性完成

旋耕、开沟、起垄、播种、施肥等作业

把政府服务
送到百姓心坎上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亮点解读

3版

3版

长沙古玩市场
进入“战国时代”

8版

世界经济大调整
进入“深水区”

9版

今年本科共录新生155848人

41%，本科录取率
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