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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9２０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陈建武 聂廷） 连片平整的梯田
沿山而上， 蜿蜒伸展的排水沟缠绕山
间，修葺一新的蓄水池点缀其间，村民
正将柑橘树苗移栽到已完成整治的
5000亩坡耕地上……这是近日， 记者
在麻阳兰里镇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项目区看到的情景。

“山头披绿溪河清。 ”麻阳水利局局
长欣喜地告诉记者， 经多年综合治理，

麻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山头披绿、溪
河清澈。 目前，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6.53%，林草覆盖率达86.2%，空气质量
达国家二级标准，水质达标率为100%。
先后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最
美养生栖居地”，今年3月初又跨入了国
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行列。

针对水土流失严重、 山地植被覆
盖率下降的状况，近些年来，麻阳痛下
决心进行综合治理， 出台了全面禁止

25度以上陡坡开荒种地等一系列水土
保持地方规范性文件， 每年与乡镇及
相关单位签订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责
任状。 成立了水土保持局，在每个乡镇
配备了1名水土保持观测员。 同时，按
照集中连片又突出重点的原则， 对全
县67条小河流域进行了综合治理，修
建了县城与重点集镇防洪堤， 并发展
经济林4.7万亩、封禁治理19.6万亩，形
成了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的水土保

持综合防护体系。
麻阳还推行“政府主导、水利主管、

岸上分筛、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组建
河道清障公司12家，完成河道综合整治
11.7万米。 坚持“谁受益、谁管理”原则，
建立了“建管并重、责任明确”的长效管
理机制。 大力推广省柴灶、沼气池和太
阳能，创建“猪-沼-果”、“猪-沼-鱼”等
生态种养模式， 既治理了水土流失，又
解决了农村能源问题。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顺 唐孚） 3月21日， 祁阳
县大忠桥镇种粮大户邓东胜的育秧大
棚内， 工人们正加紧整理秧床、 筛选
营养土。 邓东胜介绍说， 今年政府部
门投入近10万元为他建造育秧大棚
1300多平方米并提供优质种子， 除
满足他自己2400亩机插稻田外， 还
可为周边农户的200多亩早稻供应秧

苗。
在祁阳， 种粮大户因为政府部门

的“厚爱”， 目前已发展到2100多户，
大户种粮面积达34万多亩， 占全县总
播面积的近3成。

为大力培育种粮大户， 该县积极
引导耕地通过转包、 出租、 入股等多
种形式向种粮大户集中。 县里出台了
《祁阳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 鼓励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 县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对种粮大户给予
50元/亩的奖励， 对机插秧种粮大户
给予100元/亩育秧补贴， 对种粮大户
实行贷款贴息和农机购置再补贴政
策， 每年发放种粮大户奖金300万元，
对种粮大户奖励水稻联合收割机和插
秧机。 县农业、 科技等部门每年组织
技术人员对种粮大户实行分片定点负

责、 跟踪指导， 全程提供信息技术服
务。 政府对种粮大户的“厚爱”， 促
发了全县规模种粮热情。 目前， 全县
最大种粮大户项兆旺种粮面积已达到
5000多亩。 全县种粮大户领办或创办
种植、 农机专业合作社及社会化服务
组织167个， 入会会员达3万多人， 每
年完成订单种植面积45万亩， 机械化
作业面积达70余万亩。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3月21日，晨曦微露，桑植县
竹叶坪乡大学生村官胡小东早早
起床，跨上电动车，直奔马家溪村
飞驰而去。 他这次进村的任务是
登门拜访一对夫妇， 去做计划生
育疏导工作。

25岁的小胡2011年7月被选
聘为大学生村官， 任马家溪村支
部书记助理。 在路上， 他告诉记
者， 取消农业税后， 计划生育就
成了农村工作的“老大难”。 马
家溪村这对夫妇分别名叫钟宝和
王鑫， 均30来岁， 此前已经生育
两个女孩， 近日群众反映， 他俩
一直吵着准备再生一胎， 而乡村
干部多次上门劝说都吃了闭门
羹。 小胡主动请缨来做这对夫妇
的工作。

在村部停放好电动车， 又走
了30分钟山路， 来到山腰一栋老
木房前， 岩塔中两个小女孩正在
玩乐。钟宝夫妇正在做饭，听说有
客人来，连忙招呼倒茶。

“春耕准备得怎么样？ ”“今年
打算种多少亩烤烟？ ”“生产上有
什么困难？ ”一开始，小胡并不直
入主题，与丈夫钟宝不断交谈，只
帮助分析如何搞好今年的生产。
说着说着，妻子王鑫把饭做好，热

情邀请一同吃饭， 钟宝看小胡是
个实在人，拿出包谷烧来喝。

边喝边聊， 小胡了解到他们
家也不宽裕。俗话说“酒到酣时情
更浓”，小胡觉得时机已到，于是
从家庭收入、小孩读书、抚养费说
开了。

“一个小孩抚养成人的教育
费、生活费至少要18万。 ”小胡给
钟宝夫妇算起育儿账来：“你现在
两个小孩就要36万， 如果再生育
一个更是天文数字。 ”钟宝夫妇这
才明白小胡是来当“说客”的，又
不好生气送客， 只好应承起来，

“女儿长大嫁人，养儿才能养老。 ”
“符合政策的两女户满60岁

后补贴。 ” 小胡耐心告诉他们夫
妇，国家养老政策越来越好，少生
个孩子的费用存着也能养老。 小
胡将农村养老、 医疗等政策一一
说开， 再对照钟宝家庭收入一对
比，夫妇俩连连点头。“有道理，看
来我们顾忌太多， 现在就去计生
办指导站。 ”二两包谷烧下肚，钟
宝拍着胸口保证。

上午11时， 钟宝夫妇随小胡
来到乡计生办， 分开时拉着小胡
的手说 :“就喜欢你这样交心，心
里暖和。 ”

本报3月25日讯 （钟毅刚 曾

文杰）近日，汉寿县沧港镇乌珠湖
村的一条水泥路上， 一辆辆大货
车正在装运当地的蔬菜， 准备销
往长沙、广州等地。村民杨夫生高
兴地说， 去年群众工作组带领大
家修了这条水泥路， 引来了外地
的菜商， 成片的蔬菜成了村里人
的“钱袋子”。 汉寿县群众工作办
负责人说，去年，该县通过改进干
部作风，扎实开展群众工作，为全
县农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去年 ,汉寿县选派1918名党
员领导干部， 组成565个群众工
作组 ， 每月集中 3天时间下村
（社区） 开展工作。 有208名群众
工作组组长担任了“一般” 和
“较差”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他
们制订整改方案、 建党员活动阵

地、 培养后备力量、 推行有效工
作制度、 解决实际问题， 使92%
以上“较差” 村晋位升级、25%
“一般” 村提升了党组织战斗力。
在工作组帮助下， 农村基础设施
条件不断改善。去年以来，全县整
修沟渠190.6公里、 硬化道路39.7
公里、 改造和新建机埠400多处，
改水5000多户。 工作组还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2310多起， 群众信访
下降了37.6%。 同时，慰问困难群
众1.1万余人， 筹集帮扶资金347
万元、 帮扶物资价值149万元，落
实无房危房户改造2030户。 农村
产业稳步发展， 全县共引入产业
项目140个， 培植各类经济大户
198个， 新组建专业合作社21个，
发展油茶、甘蔗、 大棚蔬菜等特
色产业4100多亩。

隆回2.4万台次
农机入田春耕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

员 袁鹰 朱自德） 3月18日， 隆回县三阁司
镇、 桃洪镇、 南岳庙乡三个双季稻核心乡镇
新建的4000平方米育秧大棚完工并投入使
用。 该县今年计划机耕面积45万亩， 计划机
插秧面积8万亩。 目前该县农机局投入春耕
备耕人数180人， 培训各类农机操作员300
余人， 检修农机具8000余台， 投入2.4万台
次农机具加入春耕生产。

近年， 该县大力支持水稻育插秧机械化
技术推广。 农户购买插秧机， 除购机享受购
置补贴50％外， 县财政对21个机插秧实施乡
镇追补67万元。 该县还实行县分管领导挂
点、 县农机局班子成员分片包乡镇， 联络员
全程跟踪服务的措施， 每个乡镇至少有3人
联系。

从3月18日起， 该县农机局对120多名农
民实行阳光工程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免培
训费， 免住宿费， 免生活费培训。 目前， 意
向购买插秧机的有68个种粮大户。

山头披绿溪河清

种粮大户挑“大梁”

小村官巧解“老大难”

汉寿干部改作风助力农村发展

3月24日， 为期半月的省警卫局军事业务技能集训在长沙结束。 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局机关的近百名官
兵，进行了射击、战术、搏击、体能等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了警卫部队执行各项任务的能力。

本报记者 罗新国 通讯员 杨韬 摄影报道

记者在基层

麻阳跻身国家水土
保持生态文明县

祁阳大户种粮面积占全县
总播面积近3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