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0
日， 长沙县
春华镇春华
山村农民刘
三友一家在
葡萄地里修
枝搭棚。 他
家 5年前率
先在当地种
植 葡 萄 40
亩， 每亩年
纯收入 1万
余元。 在他
家 的 带 动
下， 当地农
户目前已栽
种 葡 萄 400
多亩。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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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转多云 15℃～24℃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3℃～23℃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4℃～22℃
吉首市 多云 13℃～21℃
岳阳市 阴 14℃～19℃

常德市 晴转阴 13℃～21℃
益阳市 多云 12℃～22℃

怀化市 多云 13℃～24℃
娄底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15℃～24℃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4℃～24℃
郴州市 多云 17℃～27℃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15℃～24℃
永州市 多云 16℃～26℃

7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阵雨，明天，阴天有中等阵雨
南风 ２ 级 15℃～21℃

２０13年3月21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雷越毅
石科圣 李伟 ）“在自家田里当工人， 感觉真
好！”近日，益阳沅江市草尾镇乐园村74岁农民
罗学古满脸笑容对记者说， 他把他承包的1.7
亩耕地流转给沅江大地农业有限公司，又在公
司蔬菜基地打工，去年工资收入近1.5万元。

据了解，在益阳市农村，像罗学古一样通过土

地流转而变身“工薪族”的，已有31万人。到2012
年底，该市共流转土地269万亩，其中耕地168万
亩，占全市承包耕地总面积的42.4%。土地流转
率比全省平均高出20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一。

益阳市是农业大市。从2010年开始，该市
推行土地信托流转。 即在农民自愿和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保障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乡镇政府

出资成立农村土地托管投资有限公司和土地信
托流转服务中心，接受农民委托，将土地经营权
以一定价格转让给其他公民或法人从事农业开
发经营，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据统计，实行
土地信托流转3年来，全市引进一次性流转土地
500亩以上的企业157家。这些企业直接投入资
金16亿元，带动金融机构投放7.2亿元。

实行土地流转后，农民除获得出让土地经
营权的收益外，还可就近在家门口的农业基地
打工。赫山区三益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承租土
地3000多亩， 去年付给农民工资近200万元。
在益阳率先实施土地信托流转的沅江市草尾
镇，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903元，比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36%。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文芍）近日，记者在衡阳雁南监狱采访
时，服刑人员孙某泪流满面地说：“监狱的家庭
走访活动，帮我找回了心爱的女儿。政府的倾
情帮扶，让我放下思想负担，安心改造，争取早
日回归社会。”

孙某是邵东人，因犯盗窃、破坏电力设备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孙某服刑后，其女儿
由在长沙打工的大哥抚养和监护。今年2月，孙
某女儿离家出走， 孙某获悉十分焦虑和担忧。
监狱派人走访孙某的哥嫂， 并配合当地派出
所，找回了孙某的女儿，还录制了孙某女儿的
视频带回给孙某看，孙某感动不已。

据了解，2011年，雁南监狱整合自有资源，

并借力社会资源， 开展重点罪犯家庭走访活
动。 主要走访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以及罪重刑
长、思想情绪不稳定，与家庭有矛盾、家庭特别
困难及有老弱病残等需要重点防控和帮扶的
服刑人员家庭。 以监狱工作人员上门访问为
主，以组织服刑人员亲属、社会相关人士来监
狱帮教为辅。走访中，监狱与服刑人员家庭所

在地政府部门沟通，向他们介绍服刑人员改造
情况，了解服刑人员家庭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雁南监狱监狱长唐高国说， 活动开展一
年多来， 他们已对28名重点服刑人员进行家
访， 商请服刑人员亲属和当地政府及司法行
政部门， 解决服刑人员及其家庭实际困难50
多起。

让“救命钱”
救助更需要救助的人

衡南5000多低保户
主动退保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谭顺之 陆元连)� 3月19日， 衡南县谭子
山镇低保户黄忠平急匆匆来到镇低保
办，把低保证和低保存折递给工作人员，
主动要求退保。黄忠平告诉记者，靠政府
的低保政策，全家人渡过了生活难关。现
在， 他儿女在广东打工， 自己在家搞养
殖，日子好过了，因此自愿退保。

年逾六旬的黄忠平因家境贫寒，
2008年被列为城镇低保户， 每月享受
300元低保金。 他十分感激政府的低保
政策，深切体会到低保金就是“救命钱”，
自己渡过了难关， 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
需要救助，应当把“救命钱”让给急需救
助的贫困家庭。

记者从衡南县民政部门了解到，去年
全县新增低保对象9641人。 救助标准也
逐年提高，从用水、用电到子女入学、看病
就医等方面给予扶助，保障了城乡低收入
居民基本生活权益。过去不符合条件的低
保享受者，要在县、乡镇民政部门监督和
清查后才肯退保。现在，越来越多的城乡
低保户在经济和生活改善后主动退保。据
统计，去年来，全县已有5172名低保对象
陆续退出“低保”队伍，把退下的低保金让
给更需要救助的贫困群众。

湘潭高新区地税
再获全国先进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贺进 黄谦勇） 3月18日， 湘潭高新区
地税局再次荣获“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
体” 荣誉称号。 这是该局继获得“全国
税务系统信息化先进单位”、 “全国女
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之后的又一“国
字号” 荣誉。

从1995年成立至今，湘潭高新地税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深化依法治税，着力
管理创新，征管日渐规范，取得了税收收
入快速增长、 征纳关系更加和谐的工作
成果。去年，在全省地税系统星级办税厅
验收中，高新地税10名办税员技能操作
测试达到9.3分，以全省第一的成绩顺利
通过验收。 全省地税系统深化窗口服务
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现场会和汇报
会也在此召开。去年，该局共完成各项税
收8.8175亿元，同比增长10.91%。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黄建华 曾道华

春耕年年搞,今年大不同。3月19日，记者走
进溆浦乡村，发现这里的春耕方式变了，让人耳
目一新。

从管理到服务，政府指导模式变
3月19日， 溆浦县观音阁镇种粮大户毛修

林家来了一群“特殊客人”。村里人说，这些“客
人” 是县农业局局长张克松带来的种粮技术专
家。专家们为毛修林家春耕生产开出了新处方：
扩大种植面积，统一优良品种，应用先进技术，
实行订单生产。

“有政策扶持，有专家支持，我对种粮充满
了信心。今年又从外出户中流转了200亩水田，
超级稻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统一种超级稻
科两优889组合品种，实行配方施肥。”说起种
粮，毛修林特来劲。

谈起今年的春耕， 低庄镇种粮大户刘仁仙
也深有感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对种粮鼓动
很大。 镇党委书记张勤焕开年后就带领农技术
人员上门宣传种粮政策，帮助选择品种。今年我
打算带领合作社成员种1600亩超级稻。”

卢峰镇农技站站长张在外告诉记者，早在2月

底，他们就组织农技人员下到29个村，为春耕提
前选好种子，下好订单，让农户们放心种粮。全镇
预订超级稻种子1.3万公斤， 共落实超级稻种植
面积1.7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2000亩左右。

春耕备耕，溆浦农民还享受着政府多项服
务：农资打假、农技推广、农田水利建设……

从课堂到田头，技术推广机制变
“过去我们靠天吃饭，现在是科技种粮。

有了超级稻，施肥还有建议卡……”当天，在
溆浦县中都乡， 中联村村民李基武早早赶到
乡政府听科技讲座。 他对记者说：“选什么品
种，播种期怎么预防病虫害，如何选择肥料、
鉴别真假，如何高产栽培，这堂课很受用。”

在岩家垅乡举福塘村， 由县乡联合举办
的春耕技术下乡培训班，让120多农户享用了
一顿农业科技大餐。“这课听得太过瘾了，粮
食增产关键还得靠科技。 有了这张测土配方
施肥卡，我们省心多了，哪丘田施什么肥一清
二楚。”种粮大户李佑福培训会后拿到了测土
配方施肥卡，很高兴。

开春以来， 溆浦县乡两级农技推广机构主
动出击，进村办培训班200余期，解答群众咨询5
万余人次，到生产现场接解决问题1000余次。

从“单打”到合作，农村经营方式变
“年前， 合作社了解到我要搞7亩水稻制

种，早早把420公斤化肥送到了家，种子也会在
3月底送来。”在黄茅园镇万寿村，村民吴晓鹏
谈起春耕胸有成竹，“有了合作社， 技术不愁，
资金不愁，稻谷还能卖出好价钱。”

以往春耕备耕时， 吴晓鹏为购买种子、化
肥筹资发愁，自从去年加入宏鹤杂交水稻专业
合作社后，购买种子、化肥不用他再操心了，除
了自家田外，他还承包了外出户4亩田。

宏鹤杂交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谌勇军对
记者说，今年，合作社已落实制种面积2000亩、
优质稻种植面积700亩。 合作社为入社农户免
费供种、供肥，实行订单回收，统一对外销售，有
2名中级农艺师常年免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合作社筹资70多万元，冬储农资160多吨，提前
订购种子3000余公斤，统一配送到家。

停开表彰会
送奖到田间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尹超 向国生）
昨天上午， 慈利县许家坊乡红坪村农民
袁谋台正开着心爱的“铁牛”忙春耕，县
农机局干部下到田间把“2012年机械化
育插秧优秀示范户”荣誉证书以及4000
元奖金送到他的手中。 该县把表彰会改
成田间送奖，5位“农机示范户”先后在田
间地头受奖。

去年， 该县被列为全省水稻育插秧
机械化技术推广示范县， 全年机械化插
秧面积达4万多亩。全县新推广育插秧设
备51台、工厂化育秧大棚1座、谷物烘干
机1台， 水稻全程机械化获得突破性进
展，5个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示范片受到省
农机专家的好评。

对此，县里本想开个表彰会，但考虑
到正是春耕忙碌时节， 表彰会就变成了
田间送奖，受奖的“农机示范户”颇为感
动，表示一定做好示范，让更多农民兄弟
受惠于农业机械化。

双峰集中育秧16万亩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邓锦庆 阳晓群 徐翔 唐咸瑞）3
月19日， 双峰县三塘铺镇种粮大户戴凯
将80亩早稻全部集中育秧，截至目前，全
县已落实早稻集中育秧面积16万亩。

为了今年粮食生产再登新台阶，双
峰把落实早稻集中育秧做为粮食增产的
重要举措来抓。 县农业局从多方争取筹
集资金500万元，通过政府采购，购买良
种10余万公斤和200台催芽机，送到集中
育秧面积大的15个乡镇1200个早稻集中
育秧点。全县还将对集中育秧进行验收。

零陵2亿元贷款助春耕
本报 3月 2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金伟 杨万里）“前几天， 区信用
社信贷小分队仅用一天时间就给我办好
了5万元贷款。”今天，正驾驶农机犁田的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江边村种粮大户
罗茂义，忙里偷闲告诉记者。今年，他准
备种田150亩。

今年以来， 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强化春耕信贷服务， 在506个村设立春
耕临时信用信贷点197个， 组建30支快
速信贷小分队送贷上门1165人次， 发放
贷款2310万元。到目前，已发放助农贷
款2亿元，扶持6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416
户， 支持农民购买农机农具2550多台
（套）、化肥1560吨、种子10.6万公斤。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曹元利）近日，由临武县农业、工商等部门组成
的农资打假小分队，走进南强镇二八村清查农
资市场。他们了解到有几家农户购买的复合肥
标签标识不规范时， 当场跟经营户取得联系，
责令其停止销售。

入春以来， 临武县把农资打假列为政府重
点工作，由农业、工商、质监、农机、畜牧水产、公

安等部门组成4个农资打假小分队， 分片包干，
进村打假。每到一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村民农
资购买地点、方式，了解农资流通渠道，并逐户
清查已购农资标签与标识， 重点检查种子、化
肥、农药等农资真伪、优劣。对有疑点的产品，严

格做专业鉴定。同时，打假小分队利用进村的机
会，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广告，手把手教群
众识别伪劣产品的方法。目前，已走访6个乡镇
28个村，抽样化验16个品种、32份样品，查处违
规销售行为3起，禁售不规范复混肥4种。

打假小分队 进村查农资

“自家田里当工人，感觉真好” 益阳土地流转使
31万农民变身“工薪族”

“政府的倾情帮扶，让我安心” 雁南监狱推行
服刑人员家访效果好

备战春耕

春耕“三变” ———溆浦乡村
春耕备耕见闻

冷水江“小农水”
润泽一方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周俊 易丹）3月19日，冷水江市三尖镇上
青村村民在水利部门的带领下， 出工出
力、夯土垒石，对上青水库进行整修。该
水库整修完成后， 将能保障三尖镇一半
以上的农田灌溉，受益群众达上万人。

根据自然条件和农业特点， 冷水江
把全市分为4个水利建设片区逐步推进，
重点抓好山塘河坝整修、沟渠清淤、引水
灌溉等工程建设； 市财政将土地出让金
净收益部分的10%用于水利建设， 并连
续3年每年安排400万元，专项用于小型
农田水利建设；以小型渠系为单元，组织
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 通过协会实现对
工程的维护和管理， 确保工程效益长久
发挥；成立专业技术队伍，包干指导各村
水利建设，做到全程跟踪、保姆式服务。

目前， 冷水江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
如火如荼， 广大群众参与积极性日益高
涨， 已累计完成各类水利投资2705万
元， 恢复和新增农田灌溉面积1.1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100亩， 一大批荒
地、旱地重新种上了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