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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 澧县大力发展以葡萄为

主的现代高效产业。 如何提高科技支
撑能力 ， 帮助农户做大做强葡萄产
业？ 带着这个问题， 我来到澧县张公
庙镇高路铺村， 走进农户的葡萄园 ，
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调研】
6月8日早晨， 雨后初晴。 我来到

高路铺村。
走进村子， 放眼望去， 连片的葡

萄架上绿意盎然， 一串串珍珠似的葡
萄长势喜人。

我首先来到农户蔡业春的葡萄
园。一见面，老蔡就向我报喜 ：虽然今
年连续多日阴雨，但葡萄长势还好，20
亩葡萄今年纯收入预计接近30万元。

道完喜 ， 老蔡又道起了 “忧 ” ：
葡萄园面积扩大后， 能不能保证科技
支撑， 能不能保持市场优势？ 老蔡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 “想先搞几亩反季

节大棚葡萄试试。”
“你这个想法好， 与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十分吻合， 我非常支持！”
我对老蔡竖起了大拇指。

我告诉老蔡 ：“搞反季节葡萄 ，靠
一家一户的资金和技术，单兵作战，是
不行的，要依托葡萄专业合作社。”

“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正在建设
一个500亩葡萄高科技示范园 ， 这也
是我们政府积极推进的一个项目 。
来 ， 我带你去瞧一瞧 ！” 说走就走 ，
我拉起老蔡， 直奔合作社。

合作社理事长、 澧县葡萄协会会
长王先荣也是我的 “老熟人 ”。 一进
门，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 ： “王会长 ，
我带着老蔡来向你取经啦！”

“反季节葡萄技术成不成熟？ 推
广有没有难度？” 我问王先荣。

“这个不难。” 王先荣告诉我们，
前不久， 他们开发成功了一项葡萄生
长期延迟技术， 还获得省里的科技进
步奖。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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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
家流 彭宏高 彭凤华） 近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凉
伞镇举行第5次民主议事会， 50多名群众代表与镇
党委、 镇政府领导聚在一起， 经激烈辩论， 就集镇
建设管理中车辆停放点选点、 经商户遮阳棚搭建、
卫生费收取标准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群众代表姚
道远感慨地说： “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定， 我们真正
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过去， 在新晃基层， 集体的事往往只是 “干部
说了算”。 这使一些利民惠民的实事， 也因缺乏民
意基础而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 出现 “干部
干， 群众看” 的尴尬局面，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
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 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 转变干部作风， 去年11月， 新晃在
全县推行新的民主议事制度， 将县直机关、 乡镇、
村 （社区） 的重要工作及群众关注的问题， 以民主
议事方式进行集体讨论 ， 扩大群众知情权 、 参与
权、 监督权。 各级各部门成立了民主议事机构， 定
期、 不定期召开民主议事会。 县领导每季度主持或
参加一次民主议事会。 县里还将民主议事纳入年度
目标管理考核， 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

新的民主议事制度的推行 ， 变干部 “代民做
主” 为 “民事民定”， 实现了集体事务干部 “一头
热 ” 为干部群众 “两头热 ”， 提高了决策民主化 、
科学化水平。 步头降苗族乡大秉河村因溪河阻隔，
村民出行不便， 当地干部打算修一座桥， 但事前没
有征求村民意见， 得不到村民支持， 一直被搁置。
推行民主议事制度后， 大家统一了思想， 很快自筹
资金7万元， 向上级争取资金5万元， 将桥建成了。
据统计， 自推行民主议事制度以来， 全县共开民主
议事会523次， 1000多项集体事务因得到群众理解、
支持而得以顺利办成 ， 还有20多项事务被群众否
决。

� � �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吴勇） 近日， 记者在汨

罗市鑫祥碳素制品公司看到， 由该公司自主
研发、 获5项国家专利、 具国际领先水平的10
条 “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和设备” 生产线全
部安装调试完毕， 其中7条已投产， 该技术和
设备可比传统工艺单位能耗下降70%， CO2、
SO2排放量削减95%以上。

近年来， 汨罗始终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
增长方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来抓。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先后关闭不达标造纸企
业、 麻石开采加工企业和重金属生产企业134
家， 封闭排污口11个； 完成大气、 水和固体
废弃物污染治理项目72个； 利用科技创新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调结构、 转方式中加快
节能减排。 汨罗工业园成功争取为中国社科
院 “城市矿产” 调研基地， 成立了全省首个
省级工业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市里出台一
系列政策， 支持企业依托高等院校、 科研院
所开发能耗低、 污染小、 附加值高的新产品。
鼓励企业申报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引导企业
持续抓好技术改造， 使节能减排获得了扎实
的技术支撑和资金保障。 全市15家再生纸企
业改革传统工艺， 利用谷壳代替燃煤， 每年
减 少 燃 煤 消 耗 18万 吨 ， 削 减 CO215万 吨 、
SO220万吨。

该市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打造节能环保
坚实载体。 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 垃圾消纳
场已完成一期工程， 固废处置中心启动建设；
建设沼气池18760个， 太阳能用户5000余户。

“剔旧” 与 “培新” 两手抓， 实现了节
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 2011年， 全市万元
GDP能耗 、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大幅下降 ，
COD、 SO2等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比 上 年 下 降
2.3%、 2.1 %， GDP、 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15.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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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本报记者 李国斌

2300年前 ， 屈原行吟湖湘 ， 发
《天问》， 赋 《离骚》， 开启湖南文学
源头。

1972年， 长沙市马王堆一座西汉
墓的发掘震惊世界 ， 古墓出土的帛
画、 乐器、 乐俑及彩绘 《导引图》 等
文物 ， 折射出2000多年前湖南美术 、
音乐、 舞蹈的神奇光芒。

文脉幽远， 生生不息。 自2007年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第八次代表大会召
开以来， 全省文艺界繁荣创作， 培养
人才， 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开展
对外文化交流，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和
基层基础工作， 谱写出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崭新篇章。

文艺活动服务发展

省第八次文代会以来， 省文联认
真履行联络、 协调、 服务职能， 团结
带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 围绕党的
“十七大” 召开、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改革开放30周年及抗冰救灾、 抗震救
灾等重大事件 ， 开展多样的文艺活
动 ， 服务科学发展 、 富民强省的主
题， “四化两型 ” 建设的战略任务 、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 以及
省委、 省政府各项工作。

围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主办
了省会文艺界 “改革开放30周年与湖
南文艺” 座谈会等活动， 在 《创作与
评论》 开辟了 “改革开放30年与新时
期文艺” 等专栏。 为纪念建党90周年
和辛亥革命100周年 ， 举行了 “颂歌
献给党” 优秀歌曲征集活动、 “辉煌
岁月·红色经典” 湖南省美术作品展、
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研
讨会等活动。

汶川大地震后， 省文联向全省文
艺界发出了抗震救灾倡议书； 组织主
题文艺创作 ， 进行义卖募捐 ； 举办
“大爱如砥 ” 美术 、 书法 、 摄影展 ；
组织文艺家到四川理县灾后重建工地
采风创作。 围绕打造 “东方莱茵河”，
组织撰写和出版 《和谐湘江 》； 两次
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歌曲， 评选出10首
获奖作品 ， 举办 “礼赞湘江 ” 演唱
会 ； 举办全国百名将军 、 草书名家
“颂湘江” 书法作品展 。 这些活动的
开展， 在全社会营造了浓浓的和谐氛
围。

设立湖南省文学艺术奖， 奖励在
全国、 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成果 。
开辟湖南文学艺术论坛， 先后邀请唐
浩明、 徐沛东、 冯骥才、 傅庚辰、 仲
呈祥等众多全国著名文艺家和学者举
办了14期艺术讲座， 拓展了文艺工作
的交流平台。 （下转5版）

� � � �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陈亚静
冒蕞）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强在长沙会见了华润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林一行。

周强说， 湖南历来高度重视与央
企的对接合作， 与华润集团在能源开
发利用、 医药生产等领域的一系列项
目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华润集团切
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 在韶山捐建
“希望小镇 ” 项目广获社会好评 ， 探
索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
进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 湖南
将全力给予支持。 湖南近年来经济社
会保持又好又快发展， 交通等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迅
速成长， 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希望
华润集团发挥在资金、 管理、 人才等
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领
域， 实现共赢。

宋林说， 此次来湘切身感受到湖
南发展的潜力和优势所在。 华润集团
对在湘投资发展充满信心， 将进一步
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推进在建项目进
度 ， 并在更多领域深化与湖南的合
作。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
微， 华润 （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乔
世波参加会见。

周强会见宋林

芙蓉国里尽华章
———第八次文代会以来我省文艺事业发展综述

� � � � 6月24日， 神九航天员向创造载人深潜新纪录的潜航员表示祝贺和问候 （电视截屏）。 新华社发

努力帮果农提高葡萄的科技含量
———常德市市长陈文浩调研手记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刘文奇

“你看， 这些叶子上的暗绿色小
斑就是感染了稻瘟病， 我们通过对比
试验， 选育出具有抗瘟性的稻种。” 6
月中旬， 在离桃江县城近40公里的高
桥乡梅水洞村， 刚下车的省农科院植
保所研究员肖放华脱鞋下到田里， 采
了一片水稻叶子给记者看。

稻瘟病是水稻重要病害之一， 可
引起大幅减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我省年均水稻稻瘟病发生面积在825
万亩左右， 经济损失数亿元。

肖放华告诉记者， 以前防治稻瘟
病主要采用药剂控制和肥水调控， 经
济性、 安全性、 有效性都较差。 成立
于上世纪60年代的省农科院植保所稻
瘟病课题研究组的专家， 在70年代初
提出了 “抗病品种的鉴定和筛选是稻
瘟病防治核心” 的观点， 并在湘西古
丈建立了首个稻瘟病山区生态病圃 ，
进行抗稻瘟病良种选育研究， 后又将
其迁到株洲茶陵和益阳安化。

为什么稻瘟病防治研究基地要选
在山区？ 肖放华说， 阴雨连绵、 日照
不足以及土壤温度低等， 都易发稻瘟
病， 而这些条件在山区都具备。 2004
年9月， 桃江高桥乡3000亩晚稻突发
稻瘟病， 肖放华与省农科院稻瘟病课
题研究组的专家赶来， 现场 “号脉”，
对症下药， 使病情很快得到控制。 工

作完成后， 肖放华并没有离开， 他注
意到这里日照短、 阴雨多， 是建立稻
瘟病圃的好场所， 于是留了下来。 他
在高桥乡梅水洞村租了两间关过牛的
平房 “安家 ”， 当时村里不通公路 、
不通电话、 不通广播电视 。 经7年多
艰苦努力， 建了试验大楼一栋， 高标
准监测园15亩， 租用土地40多亩。 目
前， 该村稻瘟病圃是全国生态环境 、
发病条件最好的病圃之一， 被列为全
国重要稻瘟病监测基地。

年近6旬的肖放华皮肤黝黑 。之
前，他在茶陵办点10年、在安化14年 。
每年春暖花开时， 是他和助手最忙碌
的时候：每3天要对全部标本做一次观
测记录。 仅持久抗瘟性基因发掘与利
用研究一项，就有100多个品种 ，每个
品种定点10株， 进行4个抗性指标测
定 ，每次记录数据达1.2万个 。早出晚
归、两腿泥浆是常有的事。

肖放华和课题组的同事们扎根山
区， 洒下无数汗水， 也有了丰硕成果。
他们的 “稻类资源抗瘟性评价体系建
立与应用” 科研项目， 共鉴定了2.4万
多份稻类资源， 审定抗病品种120个，
筛选发掘出 “中优早81”、 “湘早籼19
号” 等一批持久抗瘟的品种。 2000年
至2009年， 这些品种在我省推广2.4亿
亩， 新增效益达312亿多元。

� � � �本报6月24日讯 （通讯员
郭灿 记者 周怀立） “打造
芦淞服饰千亿产业集群， 全力
扶持本地企业做大、 本土品牌
做强。” 近日， 株洲市芦淞区
专门召开 《芦淞服饰产业发展
扶持措施》 宣传动员大会， 向
来自芦淞市场群的200余名经
销商、 市场业主和生产商以及
服务业代表宣讲最新出台的扶
持政策。

芦淞服饰市场群占地1.5
平方公里， 总经营面积105万
平方米， 拥有43个专业市场 ，
10万从业人口， 汇聚国内外知
名品牌4000多家， 贸易辐射到
全国20多个省， 市场年成交额
超过400亿元 ， 先后荣获 “中
国十大服装批发市场”、 “中
国品牌市场”、 “中国服饰名

城” 等荣誉称号。 芦淞服饰产
业已被列入全省重点培育产
业， 也是株洲市5大千亿产业
集群之一。

芦淞区特别推出的 《芦
淞服饰产业发展扶持措施 》，
从税收 、 贷款 、 后期服务等
方面细化优惠措施 。 根据新
的规定 ， 凡是芦淞市场经营
户3年内纳税总额增长率不低
于13%的 ， 以后3年内税务部
门免查免补 ； 实行前店后厂
方式 ， 且在芦淞区设立经营
网点的 ， 只征收一个环节税
收等 。 凡是入选株洲芦淞服
饰 “十大领军人物 ”、 “十大
本地品牌 ” 、 “十大明星 企
业 ” 的 ， 不但可享受税 收 、
贷款优惠 ， 还可优先享受招
商、 培训等活动。

� � � � 本报 6月 2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颜常青 梁超）
继去年底首次将城际动车组
“4S店” 开到马来西亚首都吉
隆坡后 ， 近日 ， 南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又与昆明轨
道公司签订昆明地铁首期工
程地铁车辆维保合同 ， 在昆
明开设国内首个轨道交通车
辆 “4S店”。

轨道交通车辆 “4S店” 是
一种新的轨道交通装备专业维
保模式， 它借助轨道车辆研制
商的技术实力， 与运营商一道
解决车辆日常维护保养问题，
可降低运营商车辆维护成本，
实现双赢。 据介绍， 一列城轨
车辆的零部件有近万个， 要熟
练掌握其维保技能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 有了研制商开设的
“4S店”， 地铁运营人员维护保
养地铁车辆就如同维护保养家
用小车一样方便。

芦淞打造
服饰千亿产业集群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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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山区抗稻瘟

南车株机昆明开设国内
首个轨道交通车辆“4S店”

———市州长调研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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