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6日，2013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艺馆揭幕，湖南长沙银行队主场以91比98不敌
卫冕冠军广州黑牛食品队。 图为长沙银行队外援（中）在比赛中上篮。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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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德新 张尚武 周月桂
通讯员 唐政 罗云峰

我省农业大县不少， 但农业强县
不多。 其中原因，正是农副产品加工业
不强。

作为农副产品加工业前3名，祁阳
县、湘潭县、宁乡县入围湖南省第一轮
（2013-2015年） 特色县域经济重点

县， 或可因此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业
强县的跃升。

产量大并不等于产业强
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都有着

农业大县的独特优势。
农产品总量大， 无疑是农业大县

的共同优势。 其中，祁阳县常年农作物
播种面积200万亩，高档优质稻订单生
产面积就达60余万亩，是全国粮食、油
茶、生猪生产基地县；湘潭县湘莲种植
面积达20余万亩， 壳莲产量超过5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0%，是全国最大
的湘莲种植、 加工、 出口基地和集散
地，号称“中国湘莲之乡”；宁乡县常年
粮食总产保持在90万吨， 年出栏生猪
240万头以上， 年出笼家禽突破4000
万羽，均居全省第一。

但农产品产量大， 并不意味着产
业强，有时还伴随着“谷贱伤农”、“卖
难”等现象。 近年多地出现柑橘滞销，
就是一个反证。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深受关注的今

天， 产地生态环境也成为一种不可忽
视的竞争力。 在祁阳县大村甸镇显塘
村， 一排排诱蛾灯立在绿油油的稻田
间，村支书何柏青正在田里手工除草。
他介绍，他们种水稻，不打农药，多施
绿肥、有机肥，稻谷价格高，而且抢着
要。 祁阳县县长苏小康介绍，通过上海
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的环境检
验，祁阳水域、土壤均没有受到重金属
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有保障。

立足农产品资源优势， 农副产品
加工业才有了发展的基础。 祁阳县得
益于优质稻、油茶的资源优势，崛起粮
油加工的“龙头”，近3年来全县农副产
品加工业产值、增加值年均增长33.9%
和22.8%，对财税收入、就业的贡献率
年均分别增长18.3%、22.6%。以湘莲为
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成为湘潭县一
张亮丽的名片， 也成为全县首个百亿
产业集群。

农产品品牌优势， 则是农业大县
的核心竞争力。 宁乡，农产品品牌数居
全省第一， 其中中国驰名商标就达18

个。 全国四大名猪之一的宁乡花猪，获
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国家证明商
标，“流沙河” 花猪则成为中国驰名商
标。

加工增值带动农民增收
通过加工增值， 农产品资源优势

才能转换成产业优势。
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在祁阳及

周边县市建立8万亩原料基地，以优质
大米、糯米、黑芝麻、花生、绿豆、香芋、
地瓜等为原料， 生产速冻食品、 冰淇
淋、糯米粉三大系列产品，销量居全省
第一。 公司董事长周太平介绍，通过加
工增值，农产品身价倍增，公司去年销
售达6亿多元。

宁乡县湖南亮之星米业有限公
司， 除了大米加工主营业务之外，“吃
干榨净”大米加工环节所有废弃物：碎
米酿酒、油糠榨油、谷壳发电，发电后
的谷壳灰则生产活性炭及水玻璃，整
体效益比单一大米加工提高一倍。

(下转3版)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行长朱玉辰一行。

杜家毫欢迎朱玉辰一行来湘
考察。他说，湖南近年大力推进“四
化两型”建设，区位优势日益显现，
先进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生
物医药等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一
大批知名企业在湘发展态势良好。
湖南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为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在湘
投资、 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和空
间。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化与湖
南的合作，加快在湘机构、网点建

设，为湖南实现“两个率先”提供更
有力的金融支撑。湖南将努力营造
公平、公正、可预期的金融环境和
发展环境，让包括浦发银行在内的
战略投资者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舞台上长袖善舞。

朱玉辰说， 浦发银行将积极
创新金融服务， 加强与湖南在传
统信贷、 政府开发项目和投融资
平台等方面的合作对接， 全力以
赴配合湖南新一轮发展建设， 力
争把长沙建设成为浦发银行在中
部地区的中心。

副省长韩永文、 省政府秘书
长戴道晋参加会见。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向健生 路险峰） 今天， 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分组
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农民
合作社发展情况的报告》。 据报告
介绍， 到今年3月底， 我省农民合
作社已达18259家， 入社农户180.7
万户， 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3.1%。

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提
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 推进了农
业现代化建设， 拓展了农业多元
服务， 增加了农民收入， 创新了
农村社会管理机制。 据不完全统
计， 到2012年底， 农民合作社共
流转土地518万亩， 投入30.89亿
元建设农业设施； 已有897家合
作社实现了产品质量可追溯 ；
95%以上的合作社能为农户提供
多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服务； 64家
合作社融产加销于一体， 经营规
模上亿元， 已成为推动区域农业
产业化经营的龙头。 2012年， 全
省合作社统一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总值达125亿元， 统一销售农产
品总值237亿元， 分别比2011年
增长了49.4%和66.7%； 农民成员
从合作社获得的盈余返还达26亿
元， 入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非入
社农户高出20%以上， 有的甚至
高出50%以上。

针对农民合作社当前面临的
发展水平比较低、 运行机制不够
规范、 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扶持
政策措施有待加强等问题， 省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建议，
要突出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扶持
的有机结合， 注重防范自然风险；
切实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积极探
索支农金融产品创新， 进一步放
宽放活相关配套政策； 突出发展
重点， 坚持办点示范， 以此带动
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
推进规范管理， 重点抓好民主管
理、 财务管理、 标准化生产等制
度建设； 加强培训教育， 提升队
伍素质。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通讯员 向健生 路险峰） 今
年， 中央分配我省的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为154亿元， 比上年增加
39亿元。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今天分组审议了省人民
政府 《关于2013年我省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安排及省级预算调整方
案 （草案） 的报告》。

报告指出， 今年省级债券资
金安排78亿元， 其中， 偿还2010
年到期债券32.9亿元， 安排重大
公共支出45.1亿元， 主要用于以
下几个方面：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6.4亿元； 农林水事务4.3亿元；
社会事业建设8.6亿元； 重大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15.8亿元； 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10亿元。 省转贷市
县76亿元， 按照财力规模、 面积、
人口、 债务风险水平、 债偿能力

等因素测算分配到市、 县。
“‘撒胡椒面’的做法难以保证

资金使用效益，要确保重点领域。”
分组审议中，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认为，从当前湖南区域发展和扶
贫攻坚的情况来看， 资金压力非
常大， 投入严重不足。 因此， 在
债券资金安排时， 应当避免“撒
胡椒面” 式的做法， 在整合各方
资源的同时， 适当调整安排债券
资金， 严格按照中央和省的政策
规定， 集中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公益性项目， 不得用于政府性
楼堂馆所建设和经常性支出， 确
保已向社会承诺、 作了计划安排
的项目顺利完成。 同时， 加强对
债券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 确
保债券资金发挥效益。 市县政府
应建立债务偿还机制， 落实偿还
责任， 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常诸谈

（一 ） 党的十八大后 ， “中国
梦” 点燃了亿万人民的信念之火。 作
为 “中国梦” 的湖南特色， 省委提出
加快实现 “小康梦 ” 、 “两型梦 ” 、
“崛起梦”， 这是科学发展的新概括 、
富民强省的新格局、 绿色崛起的新动
力， 是 “中国梦” 在湖南的具体化。

（二） “小康梦 ”、 “两型梦 ”、
“崛起梦” 同经济总量 、 人均均量和
运行质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小康梦”是对人均均量的要求 ，
突出富民优先 ， 彰显的是民本情怀 ；
“两型梦”是对运行质量的期待 ，强调
转型发展， 体现的是责任担当；“崛起
梦”是对经济总量的追求，坚持后发赶
超，展示的是美好愿景。

“小康梦”、 “两型梦”、 “崛起
梦” 共同融聚于 “中国梦” 的交响乐
中， 有机统一于科学发展、 富民强省

的伟大征程。
（三） “不到潇湘岂有诗”。
“两型梦” 就是蓝天梦： 天空湛

蓝 、 空气清新 ， 风和日丽 、 惠风和
煦， 人们呼吸畅快惬意 ， 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成为常态。

“两型梦”就是青山梦 ：山峦青翠
葱茏，田园绿意盎然，道路绿树成荫 ，
潇湘大地“经行处，无穷绿水青山”。

“两型梦” 就是秀水梦： 水复其
清、 水畅其流、 水质优良， 群众饮水
安全无忧， 三湘四水 “漫江碧透， 鱼
翔浅底”、 “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

“两型梦 ”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 ，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也是
最崇高的美好追求。

（四 ） “两型梦 ” 凝聚着
湖湘儿女的不懈追求。

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长株
潭建设 “毛泽东城 ” 的构想 ，

到70年代末向国家提交湘江流域污染
治理的调研报告， 到80年代提出 “五
年消灭宜林荒山 ， 十年绿化湖南 ”，
到90年代开展洞庭湖综合治理， 湖湘
儿女对 “两型梦” 的探索和追寻从未
停止。

2007年，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
湖南获得了绿色崛起的 “国家动力”。
2011年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 “四化两
型 ” 总战略和 “两个加快 、 两个率
先” 总任务， 坚持做好 “一点一面一
区一载体” 这篇大文章， 两型社会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是试验区的根和魂 。 五年
来 ， 106项原创性改革先后在长株潭
试验区铺开。 推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
成机制改革 ， 试行民用阶梯式水价 、
电价、 气价， 企业和居民节约的积极
性高涨。 长株潭三市先行PM2.5监测、

产业准入提升退出机制等改革， 激发
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内生活力。

湘江一度被称为国内污染最严重
的河流之一。 2008年起， 实施三年行
动计划 ， 铁腕治污 ， 关闭污染企业
1017家， 湘江干流Ⅰ至Ⅲ类水质断面
占88.1%， 比2007年提高5.6个百分点。
农村地区环境整治改变了千百年来广
大农村卫生习惯， 被誉为 “农村生活
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

长株潭“一体化”是几代湖南人的
梦想。 随着芙蓉大道、红易大道、长株高
速等城际干道拉通，长株潭半小时经济
圈已经形成；实施 “通信同号 、金融同
城、交通同网、能源同体、环境同治”，长
株潭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跻身全国十
大城市群。 湘江风光带长株潭段已建成
150公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提前一年蓄水试通航，长
株潭城市群由滨江城市成为全国独一

无二的“滨湖城市群”。
科技创新为两型注入新动力。 国

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亚欧水资源与研究利用中心、 中
意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落户
湖南 ， 组织重大科技专项 300余个 ，
研发关键技术近100项 。 在全省部署
推广重金属污染治理、 餐厨垃圾资源
化利用等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规划项
目 800多个 、 投资达到 800多亿元 ，
“利矢”直指资源环境之“的”。

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形成倒逼机
制。 制定出台59个两型标准和23个节
能减排标准； 搭建了全国首个综合性
节能减排监管平台和 “数字环保” 系
统 ， 在长株潭先行开展PM2.5监测试
点； 颁布实施长株潭区城规划条例 、
湘江保护条例、 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
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

推动两型进机关、 进学校、 进企

业、进社区、进园区、进乡村 、进景区 ，
342个示范创建单位和项目的“星星之
火”渐成“燎原之势”。 湘潭“教育一个
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一个社区 ”
经验誉满全国。 全省1700多万家庭重
拎菜篮子、布袋子，使用节能家电 、节
水器具和高效照明产品， 实行垃圾分
类、旧物回收……两型生活、绿色消费
成为时尚。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
花开”， “两型 ” 给三湘大地带来静
悄悄的变化：

———发展理念变新。 “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宁要两型、不要三高 ”成为
新理念。 坐落在橘子洲头的两型展示
馆开馆两年多， 接待参观者50多万人
次，观众留言5000多条。 “如果不节约
水资源， 人类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自
己的眼泪。 ”长沙市华盛世纪新城小区
居民甘正耀的感言，至为深刻。

———经济结构变优。 改写 “农业
大省、 工业弱省、 财政穷省” 的老标
签， 全省经济总量超过2.2万亿元， 连
续五年保持全国前十； 工业增加值达
到9140亿元， 质量连续两年居中部第
一位。 （下转4版）

同心托起“两型梦”

农业大县如何迈向农业强县
———我省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观察与思考 （一）

5月21日，湖南省第一轮（2013-
2015年）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评选结
果揭晓，祁阳等9个县（市、区）上榜。
其中，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入围农
副产品加工业重点县，醴陵市、永兴
县、 汨罗市入围特色制造业重点县，
新化县、凤凰县、新宁县入围文化旅
游业重点县。 今天开始，本报将按农
副产品加工业、特色制造业及文化旅
游业3个特色产业， 对第一轮特色县
域经济重点县进行述评式报道。

据新华社吉隆坡 5月 26日电
（记者 黄杰 林昊） 中国队26日在
第13届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
体锦标赛决赛中以三个2比0横扫老
对手韩国队， 打破自己之前创造的
纪录， 成就了苏杯五连冠。

中国队此前在1995年至2001
年连续夺得四届苏迪曼杯， 但在
2003年冲击五连冠时， 在决赛中输
给韩国队 。 从2005年至2011年，
中国队再次达成四连冠， 并在26日
将纪录进一步改写。

当日最出人意料的比赛来自第
三场男双的较量。 “风云组合” 蔡
赟/傅海峰此前三场比赛状态不佳，
中国队大胆变阵， 派出了刘小龙/
邱子瀚的年轻组合。 结果小将没有
辜负教练组的信任， 以21比19、 21
比17击败高成炫/李龙大， 为中国
队锁定了胜局。

中国队总教练李永波表示， 变
阵是出于三个因素的考虑———一是
“子龙” 组合此前对阵高成炫/李龙
大两胜一负， 战绩占优； 二是蔡赟
/傅海峰的确状态不佳； 三是出于
锻炼新人的考虑。

这场决赛， 徐晨/马晋率先出
场， 在混双比赛中以21比13、 21比
15轻取高成炫/金荷娜。 谌龙在男
单比赛中更是完全压制了李东根，
以21比15、 21比10拿下中国队的第
二分。

对于中国队成就前无古人的
“五连冠” 伟业， 李永波认为中国
队又一次完成了超越。 “我们从
1995年到2001年四连冠， 但2003
年决赛输给了韩国队， 只能从2005
年重新开始。 这次能够完成五连
冠，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龙子华）当前，湖南一些地方戏正
面临衰落和萎缩，亟待整理抢救。 湖南
图书馆从2007年启动建设“湖南地方
戏剧资源库”， 目前已入库的资料涵盖
湘剧、花鼓戏等全省19个地方戏剧种。

据了解，“湖南地方戏剧资源库”
是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建设项目，具体由湖南图书馆承建。资

源库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全方位展
示湖南19个地方戏剧种的源流沿革、
流布区域、艺术概况、班社艺人、音乐
表演、舞台美术、研究评论、剧本曲谱、
代表剧目和获奖情况等信息，是集图、
文、声、像为一体的大型数据库。

目前，已经入库的资料涵盖全省19
个地方戏剧种，入库数据总量达3.1万余
条，其中戏剧人物介绍1500余人，图片

7000余幅，文字2200余万字，视频770
部。 资源库能提供剧种检索、剧目检索、
戏剧人物检索、相关文献检索、在线视频
点播，具有全文检索功能，能满足普通浏
览、信息查询等多个层次的应用需求。

湖南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湖
南地方戏剧资源库” 属国内首次研制
开发，对保存湖南地方戏剧资源、研究
湖南地方戏剧具有重要作用。

杜家毫会见朱玉辰

农民合作社达18259家
农民成员获得的盈余返还26亿元

我省获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154亿元

省人大常委会：资金安排避免“撒胡椒面”

■编者按

抢救湖南地方戏 我省启动资源库建设，
19个剧种入库

中国队勇夺
苏杯五连冠

田野崛起中国吊车第一镇

让细胞“返老还童”

小小油茶树承载多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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