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 株洲县渌口镇松西子社区葡
萄庄园硕果累累。 （资料照片）

图为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省政府农村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戴美湘在发布新闻。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刘勇 周月桂） 经
过7年实践， 我省新农村建设涌现6大模式。这
是记者今天从省委外宣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获悉的。

一是工业产业带动型，如依靠炭黑产业发
展的株洲市石峰区兴隆山村、依靠物流产业发
展的沅江市万子湖村等； 二是特色产业拉动
型， 如依靠藠头产业发展的湘阴县楠竹山村、
依靠柑橘产业发展的芷江侗族自治县古冲村
等；三是休闲旅游助推型，如长沙高新区真人

桥村、株洲荷塘区仙庾村等； 四是工商资本扶
持型， 如郴州北湖区小埠古村 、 湘阴县王家
寨村等； 五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型 ， 如长
沙县金龙村、 长沙市望城区光明村等 ； 六是
村民自主建设型， 如蓝山县毛俊村 、 慈利县
永安村等。

全省各地学习借鉴这些建设模式，建成了
一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目前，省政府已授牌
140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省20%的村基本达
到新农村建设标准。

周月桂 刘勇

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 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新农村建设的20字目标， 每一
字，都与广大农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

党的十七大以来，三湘农民从新农村
建设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幸福感日益提

升。经济发展迅速，公共基础设施齐全，为
三湘农民的幸福感奠定了坚实基础；整洁
的村容村貌，多彩的集体文化活动，为三
湘农民幸福感注入了丰富内容；社会保障
不断健全，民主管理不断深入，为三湘农
民幸福感提供了重要保障。

建设幸福新农村，让三湘农民的脸上
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周月桂 刘勇）
省委外宣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
露， 近年来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速发
展， 入社农户比其他农户收入平均高出
20%。

到今年6月底， 全省累计已有农民
专业合作社11910个， 成员农户161.1万
户 ， 占全省总农户数的11.6%。 同时 ，
合作社带动246.8万户农户发展 ， 成为
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
要力量，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呈
现出诸多可喜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的合作社， 大都是一
些种养大户创办。 近年来， 创办主体呈
现多样化， 不少农村能人、 龙头企业和
乡镇涉农技术站所， 特别是一些返乡创
业农民和大学毕业生成为领办合作社的
主力军， 合作社成了大学生创业就业施
展才华的好舞台。

合作社的服务范围， 也由过去单纯
的技术 、 信息服务 ， 拓展到生产 、 加
工、 销售、 融资等各个领域。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刘勇

金秋时节， 南方的晚稻正在等待收割，三
湘大地已是一片丰收景象。一个个掩映在山水
之中的新农村，展开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10月8日， 省委外宣办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
室发布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新农村建设取
得的巨大成就。

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
快速增加、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农
村社会稳定和谐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开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省农村呈现出生产快
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民生明显改
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为全省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加速推
进“三化同步”和“四化两型”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自2009年粮食总产突
破300亿公斤大关以后， 连续3年总产保持在300
亿公斤以上，到去年止，连续实现“八连增”。2011
年， 全省油菜籽产量183.9万吨， 比2007年增加
64.95万吨。油茶生产面积、茶油年产量、油茶年
产值等均居全国第一。棉花、柑橘、茶叶等产量
保持稳定。养殖业持续发展，近5年，年出栏生

猪稳定在8000万头左右，居全国第二 ，调出量
居全国第一。

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
标之一就是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2011年 ，全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67元 ， 比上年度增
长16.8%， 比2007年增加2662.74元。 其中， 工
资性收入3240.81元， 比2007年增加1528.5元，
家 庭 经营 性 收 入 2725.2元 ， 比 2007年 增 加
761.29元。 农民工资性收入从2010年开始正式
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
来源。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生活条件
日渐改善，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多少年来，行路难、吃
水难，一直是农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
“拦路虎 ”。 自2006年全省开展新农村建设以
来， 全省建成乡村公路18万多公里，100%的乡
镇 、99.8%的行政村通公路 ，99.7%的乡镇 、86%
的行政村实现了主干道硬化，其中示范村片到
村公路硬化83.7%，到组公路硬化74.6%，组到户
公路硬化54.2%。 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245
处， 解决了1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目
前，行政村第二期农网改造全部完成，第三期
农网改造“扩容提质”全面展开。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 。从2005年开始 ，我省
全面取消农业税，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
在我省率先结束，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在此
基础上，大力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投入，仅“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153.4亿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实行全免，64万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
生得到生活补助 。 农村 “新农合 ” 覆盖率达

97.24%，新农合筹措资金184.66亿元，累计补助
8211万人次 ， 覆盖率和补助率均居全国第二
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试点县市区已达96个。公共服务的阳
光雨露惠及广大农村。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目前 ，我省农村民主
决策制度日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化水平不断
提高，“四议两公开”普遍推行，全省村务公开
率达98.3%。 全省已建成100多个县级图书馆、
2000多个乡镇文化站、35000多个村级卫星接收
系统服务点， 各类文化团体年送戏下乡达1万
多场次， 完成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11000多
个。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 农村陈规
陋习逐步破除，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树
立，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 全省涌现出一大批
“村民富、 村庄美、 村风好” 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

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调整农业结构、 夯实基础设

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

新农村建设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国家
的富民政策，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宏观形势
的准确预见和科学把握，得益于全省上下的共
同努力和真抓实干。

（一）抓结构调整，着力培育产业基础。
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始终是推进新农村建

设的第一着力点。
我省着力做大做强传统主导产业，紧紧抓

住国家高度重视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有利时机，

把稳定发展粮食、生猪生产，保障农产品稳定
均衡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根据各地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 ， 强化指
导、加大投入，在全省培育了一批具有明显优
势的地方特色产业，如新宁脐橙、浏阳花卉苗
木、桂阳烤烟、东江鱼、临武鸭、麻阳冰糖橙、石
门柑橘、安化黑茶、江永香柚、靖州杨梅等。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到去年底 ，全省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3060家，国家
级、省级龙头企业分别达47家 、382家 ，农产品

加工企业完成销售收入3900亿元 ， 同比增长
21.9%，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35%。

（二）抓基础设施，着力夯实发展平台。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前提。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抓住国

家“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利时机，抢抓国家加
大投入力度的有利机遇，以农村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大力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近年来 ，我省以
沼气能源建设和退耕还林为主要抓手，结合新
农村建设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到去年底，全省
户用沼气池达220多万个， 兴建大中型沼气工
程15025处，年处理废弃物1900万吨，不仅大大
净化了农村生活环境，而且改善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

着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始终把农业科技
推广作为建设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抓手来抓。

（三）抓城乡统筹，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制约我省新农村建

设的制度性瓶颈，近年来，我省以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为目标，大力推进城乡统筹。

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主要是以农村产
业发展和资源利用为基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市资本、技术力量和
农村资源优势相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产
业间合理流动。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以规划
的编制与实施为抓手，着力促进城镇功能向农
村覆盖，要求各地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要尽
量做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城乡土地利用规
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三规合一”，用科学合
理的规划，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怀化洪
江在编制城乡发展规划过程中，努力做到城镇
功能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开展 “新山寨 、新景
区、新农村”建设活动，加速了全区物资、资金、
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流动，促进了城乡商品
要素市场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增强了城市对农
村的辐射带动效应。

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着力加强农村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服
务。

（四）抓农村改革，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为了切实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全

省新农村建设，近年来，我省着力抓了4方面的
改革：

大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省委、省
政府下发 《关于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召开了一
系列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座谈
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服务体系建设
现场会，并在攸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试点，有力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落实，加快推进了全省农村土地流转。

大力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到去年底，
全省集体林地累计确权面积17905.04万亩 ，确
权率99.6%；林权发证面积17812.40万亩 ，发证
率99.1%。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目前 ，
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1910家 ，入
社农户161.1万人，占全省总农户数的11.6%。

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省政府专门出台
了 《关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今年9月又召开了全省农村金融
工作会议，通过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市
场准入扶持政策、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等方
式， 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逐
步满足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
求，促进了全省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秋天寓意着收获也包含着希望。 目前，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全省农村
和广大农民， 正满怀信心地迎接党的十八大，
以昂扬的斗志，努力开创湖南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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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展开新画卷
———十七大以来湖南新农村建设成就报告

我省新农村建设
涌现6大模式

20%的村基本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

记者感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
加速发展

入社农户比其他农户
收入平均高20%

雪峰山下的洪江市春意盎然。（资料照片）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建设幸福新农村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刘勇

金秋时节， 南方的晚稻正在等待收割，三
湘大地已是一片丰收景象。一个个掩映在山水
之中的新农村，展开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10月8日， 省委外宣办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
室发布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新农村建设取
得的巨大成就。

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
快速增加、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农
村社会稳定和谐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开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省农村呈现出生产快
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民生明显改
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为全省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加速推
进“三化同步”和“四化两型”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自2009年粮食总产突
破300亿公斤大关以后， 连续3年总产保持在300
亿公斤以上，到去年止，连续实现“八连增”。2011
年， 全省油菜籽产量183.9万吨， 比2007年增加
64.95万吨。油茶生产面积、茶油年产量、油茶年
产值等均居全国第一。棉花、柑橘、茶叶等产量
保持稳定。养殖业持续发展，近5年，年出栏生

猪稳定在8000万头左右，居全国第二 ，调出量
居全国第一。

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
标之一就是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2011年 ，全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67元 ， 比上年度增
长16.8%， 比2007年增加2662.74元。 其中， 工
资性收入3240.81元， 比2007年增加1528.5元，
家 庭 经营 性 收 入 2725.2元 ， 比 2007年 增 加
761.29元。 农民工资性收入从2010年开始正式
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
来源。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生活条件
日渐改善，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多少年来，行路难、吃
水难，一直是农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
“拦路虎 ”。 自2006年全省开展新农村建设以
来， 全省建成乡村公路18万多公里，100%的乡
镇 、99.8%的行政村通公路 ，99.7%的乡镇 、86%
的行政村实现了主干道硬化，其中示范村片到
村公路硬化83.7%，到组公路硬化74.6%，组到户
公路硬化54.2%。 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245
处， 解决了1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目
前，行政村第二期农网改造全部完成，第三期
农网改造“扩容提质”全面展开。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 。从2005年开始 ，我省
全面取消农业税，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
在我省率先结束，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在此
基础上，大力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投入，仅“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153.4亿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实行全免，64万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
生得到生活补助 。 农村 “新农合 ” 覆盖率达

97.24%，新农合筹措资金184.66亿元，累计补助
8211万人次 ， 覆盖率和补助率均居全国第二
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试点县市区已达96个。公共服务的阳
光雨露惠及广大农村。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目前 ，我省农村民主
决策制度日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化水平不断
提高，“四议两公开”普遍推行，全省村务公开
率达98.3%。 全省已建成100多个县级图书馆、
2000多个乡镇文化站、35000多个村级卫星接收
系统服务点， 各类文化团体年送戏下乡达1万
多场次， 完成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11000多
个。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 农村陈规
陋习逐步破除，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树
立，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 全省涌现出一大批
“村民富、 村庄美、 村风好” 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

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调整农业结构、 夯实基础设

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

新农村建设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国家
的富民政策，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宏观形势
的准确预见和科学把握，得益于全省上下的共
同努力和真抓实干。

（一）抓结构调整，着力培育产业基础。
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始终是推进新农村建

设的第一着力点。
我省着力做大做强传统主导产业，紧紧抓

住国家高度重视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有利时机，

把稳定发展粮食、生猪生产，保障农产品稳定
均衡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根据各地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 ， 强化指
导、加大投入，在全省培育了一批具有明显优
势的地方特色产业，如新宁脐橙、浏阳花卉苗
木、桂阳烤烟、东江鱼、临武鸭、麻阳冰糖橙、石
门柑橘、安化黑茶、江永香柚、靖州杨梅等。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到去年底 ，全省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3060家，国家
级、省级龙头企业分别达47家 、382家 ，农产品

加工企业完成销售收入3900亿元 ， 同比增长
21.9%，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35%。

（二）抓基础设施，着力夯实发展平台。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前提。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抓住国

家“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利时机，抢抓国家加
大投入力度的有利机遇，以农村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大力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近年来 ，我省以
沼气能源建设和退耕还林为主要抓手，结合新
农村建设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到去年底，全省
户用沼气池达220多万个， 兴建大中型沼气工
程15025处，年处理废弃物1900万吨，不仅大大
净化了农村生活环境，而且改善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

着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始终把农业科技
推广作为建设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抓手来抓。

（三）抓城乡统筹，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制约我省新农村建

设的制度性瓶颈，近年来，我省以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为目标，大力推进城乡统筹。

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主要是以农村产
业发展和资源利用为基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市资本、技术力量和
农村资源优势相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产
业间合理流动。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以规划
的编制与实施为抓手，着力促进城镇功能向农
村覆盖，要求各地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要尽
量做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城乡土地利用规
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三规合一”，用科学合
理的规划，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怀化洪
江在编制城乡发展规划过程中，努力做到城镇
功能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开展 “新山寨 、新景
区、新农村”建设活动，加速了全区物资、资金、
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流动，促进了城乡商品
要素市场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增强了城市对农
村的辐射带动效应。

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着力加强农村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服
务。

（四）抓农村改革，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为了切实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全

省新农村建设，近年来，我省着力抓了4方面的
改革：

大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省委、省
政府下发 《关于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召开了一
系列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座谈
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服务体系建设
现场会，并在攸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试点，有力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落实，加快推进了全省农村土地流转。

大力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到去年底，
全省集体林地累计确权面积17905.04万亩 ，确
权率99.6%；林权发证面积17812.40万亩 ，发证
率99.1%。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目前 ，
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1910家 ，入
社农户161.1万人，占全省总农户数的11.6%。

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省政府专门出台
了 《关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今年9月又召开了全省农村金融
工作会议，通过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市
场准入扶持政策、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等方
式， 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逐
步满足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
求，促进了全省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秋天寓意着收获也包含着希望。 目前，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全省农村
和广大农民， 正满怀信心地迎接党的十八大，
以昂扬的斗志，努力开创湖南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刘勇

金秋时节， 南方的晚稻正在等待收割，三
湘大地已是一片丰收景象。一个个掩映在山水
之中的新农村，展开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10月8日， 省委外宣办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
室发布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新农村建设取
得的巨大成就。

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
快速增加、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农
村社会稳定和谐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开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省农村呈现出生产快
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民生明显改
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为全省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加速推
进“三化同步”和“四化两型”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自2009年粮食总产突
破300亿公斤大关以后， 连续3年总产保持在300
亿公斤以上，到去年止，连续实现“八连增”。2011
年， 全省油菜籽产量183.9万吨， 比2007年增加
64.95万吨。油茶生产面积、茶油年产量、油茶年
产值等均居全国第一。棉花、柑橘、茶叶等产量
保持稳定。养殖业持续发展，近5年，年出栏生

猪稳定在8000万头左右，居全国第二 ，调出量
居全国第一。

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
标之一就是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2011年 ，全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67元 ， 比上年度增
长16.8%， 比2007年增加2662.74元。 其中， 工
资性收入3240.81元， 比2007年增加1528.5元，
家 庭 经营 性 收 入 2725.2元 ， 比 2007年 增 加
761.29元。 农民工资性收入从2010年开始正式
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
来源。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生活条件
日渐改善，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多少年来，行路难、吃
水难，一直是农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
“拦路虎 ”。 自2006年全省开展新农村建设以
来， 全省建成乡村公路18万多公里，100%的乡
镇 、99.8%的行政村通公路 ，99.7%的乡镇 、86%
的行政村实现了主干道硬化，其中示范村片到
村公路硬化83.7%，到组公路硬化74.6%，组到户
公路硬化54.2%。 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245
处， 解决了1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目
前，行政村第二期农网改造全部完成，第三期
农网改造“扩容提质”全面展开。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 。从2005年开始 ，我省
全面取消农业税，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
在我省率先结束，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在此
基础上，大力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投入，仅“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153.4亿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实行全免，64万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
生得到生活补助 。 农村 “新农合 ” 覆盖率达

97.24%，新农合筹措资金184.66亿元，累计补助
8211万人次 ， 覆盖率和补助率均居全国第二
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试点县市区已达96个。公共服务的阳
光雨露惠及广大农村。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目前 ，我省农村民主
决策制度日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化水平不断
提高，“四议两公开”普遍推行，全省村务公开
率达98.3%。 全省已建成100多个县级图书馆、
2000多个乡镇文化站、35000多个村级卫星接收
系统服务点， 各类文化团体年送戏下乡达1万
多场次， 完成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11000多
个。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 农村陈规
陋习逐步破除，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树
立，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 全省涌现出一大批
“村民富、 村庄美、 村风好” 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

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调整农业结构、 夯实基础设

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

新农村建设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国家
的富民政策，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宏观形势
的准确预见和科学把握，得益于全省上下的共
同努力和真抓实干。

（一）抓结构调整，着力培育产业基础。
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始终是推进新农村建

设的第一着力点。
我省着力做大做强传统主导产业，紧紧抓

住国家高度重视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有利时机，

把稳定发展粮食、生猪生产，保障农产品稳定
均衡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根据各地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 ， 强化指
导、加大投入，在全省培育了一批具有明显优
势的地方特色产业，如新宁脐橙、浏阳花卉苗
木、桂阳烤烟、东江鱼、临武鸭、麻阳冰糖橙、石
门柑橘、安化黑茶、江永香柚、靖州杨梅等。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到去年底 ，全省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3060家，国家
级、省级龙头企业分别达47家 、382家 ，农产品

加工企业完成销售收入3900亿元 ， 同比增长
21.9%，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35%。

（二）抓基础设施，着力夯实发展平台。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前提。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抓住国

家“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利时机，抢抓国家加
大投入力度的有利机遇，以农村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大力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近年来 ，我省以
沼气能源建设和退耕还林为主要抓手，结合新
农村建设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到去年底，全省
户用沼气池达220多万个， 兴建大中型沼气工
程15025处，年处理废弃物1900万吨，不仅大大
净化了农村生活环境，而且改善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

着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始终把农业科技
推广作为建设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抓手来抓。

（三）抓城乡统筹，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制约我省新农村建

设的制度性瓶颈，近年来，我省以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为目标，大力推进城乡统筹。

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主要是以农村产
业发展和资源利用为基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市资本、技术力量和
农村资源优势相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产
业间合理流动。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以规划
的编制与实施为抓手，着力促进城镇功能向农
村覆盖，要求各地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要尽
量做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城乡土地利用规
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三规合一”，用科学合
理的规划，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怀化洪
江在编制城乡发展规划过程中，努力做到城镇
功能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开展 “新山寨 、新景
区、新农村”建设活动，加速了全区物资、资金、
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流动，促进了城乡商品
要素市场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增强了城市对农
村的辐射带动效应。

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着力加强农村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服
务。

（四）抓农村改革，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为了切实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全

省新农村建设，近年来，我省着力抓了4方面的
改革：

大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省委、省
政府下发 《关于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召开了一
系列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座谈
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服务体系建设
现场会，并在攸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试点，有力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落实，加快推进了全省农村土地流转。

大力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到去年底，
全省集体林地累计确权面积17905.04万亩 ，确
权率99.6%；林权发证面积17812.40万亩 ，发证
率99.1%。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目前 ，
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1910家 ，入
社农户161.1万人，占全省总农户数的11.6%。

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省政府专门出台
了 《关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今年9月又召开了全省农村金融
工作会议，通过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市
场准入扶持政策、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等方
式， 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逐
步满足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
求，促进了全省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秋天寓意着收获也包含着希望。 目前，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全省农村
和广大农民， 正满怀信心地迎接党的十八大，
以昂扬的斗志，努力开创湖南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