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8日，衡山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专门诈骗就医老人的孙某提起
公诉。2013年4月至5月， 郴州籍孙某和王
某（另案处理），以就医老年人为对象，在
衡山县某医院伺机进行诈骗。如在确定74
岁的老人曹某为目标后， 孙走到老人前，
故意将用冥币和报纸做的“一扎钱”掉出，
紧随其后的王某则将“钱”捡起，提出欲与
老人私分。孙发现“钱”被捡后，要求搜二
人的身，并当场从老人身上搜出3000元现
金，孙看后称并非其掉的钱，便将钱放到
王的手中离去。王借机用报纸准备的“坨”
将老人现金掉包后， 交给老人也离开。类

似的伎俩， 孙某与王某还骗得另外3名老
年人的钱物5500元和金耳环两对,直到同
年9月份被民警抓获。

旷巍 王稳
▲入户盗窃撞上主人回家，为逃跑跳

楼摔伤双腿，被逮个正着。1月3日，小偷王
某被衡南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起
诉至法院。2013年10月14日早上， 王某携

带一根撬棍骑摩托车流窜到衡南县洲市
乡，发现灵官村一村民家中无人，就用撬
棍撬开后门进入一楼， 在卧室翻到411元
钱后，又上到二楼，在二楼卧室翻找东西
时，被赶集回来的房主发现。王某从二楼
阳台上跳下意图逃跑， 不幸将双腿摔伤，
不能行走，被当地群众逮个正着。

龙丽娟

▲近日，泸溪县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
重大滥伐林木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段某
某。段某某，男，42岁，泸溪县达岚镇都用
村人。2013年11月底，段某某以4000余元
价款购买达岚镇新田村两位村民责任山
上的林木。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 段某某擅自雇人砍伐马尾松和杉
树。在砍树过程中，被雇用的村民刘某不
慎被一棵倒下的马尾松砸中脑袋，当场死
亡。段某某为此赔偿死者家属7万元。案发
后，经泸溪县林业部门鉴定，段共盗伐马
尾松和杉树140余株。 向民贵 李潇

专栏编辑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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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运用税收杠杆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是

去年全省国税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各级国税部门用
好、用活、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全省13万户个体工商户
因起征点上调而免征增值税，6万户小微企业暂免征收
增值税；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残疾人就业等各项优
惠政策，共计减免税收74.57亿元，实际抵扣固定资产
进项税额42.6亿元，办理出口退税78.57亿元。

营改增稳步推进。 全省国税系统8月1日按时顺利
启动试点改革，9月1日成功申报缴纳税款， 到去年底，
全省共登记试点纳税人固定业户38130户，“1+7”行业
试点纳税人共入库增值税9.84亿元，97.5%的试点纳税
人税负持平或下降，减轻我省纳税人负担8.12亿元，为
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接1版②）
去年，我省金融业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保证了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重点投向民生、三农、小微企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旅游文化产业等领域。全省交通
运输、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新增贷款588.6亿元，
同比多增119.6亿元。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21.9%， 快于全部贷款增速6.0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
592.8亿元， 同比多增112.5亿元； 涉农贷款同比增长
24.2%， 快于全部贷款增速8.3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
1136.9亿元。

金融服务更好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有效满足了居
民消费信贷需求。 全年新增个人消费贷款568.1亿元，
同比多增185.2亿元，增长25.8%，增速连续9个月保持
在25%以上。其中房贷占比八成，基本满足了首套和自
住购房贷款需求。

我省金融业不断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2013年1
至11月， 全省社会融资规模3862.6亿元， 同比多增
841.8亿元。 直接融资力度加大，1至11月新增587.2亿
元，同比多增134.2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535.4亿
元，同比多增125.0亿元。

（上接1版③）
湖南移动年后4G基站将开通8000个，

2014年底达到2万个， 覆盖乡镇以上区域。
目前网络建设进展迅速，长沙80%市区已经
覆盖4G信号。 内部测试显示，4G网络速度
最快超过100M，比3G快10倍以上。

1月底， 湖南移动将在长沙开通湖南
首条4G公交专线，同时启动万名友好客户
4G体验招募，享受4G飞享套餐送流量、折
扣购机、 免费换卡等专享优惠；2月，4G将
覆盖100个营业厅、100个终端销售门店
及100所高校；3月长株潭可以商用，5月份
全省具备商用条件。

（紧接1版④） 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 又传递出反腐倡廉的新思
想、新举措、新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再是囿于对原有
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 而是着眼长远
的体制机制创新， 着眼于推进制度建设
提供的恒久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
断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强化制约、强
化监督、 强化公开， 完善反腐败体制机
制； 必须继续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
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
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必须在各项改革

举措中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 注意
配套和衔接、时序和步骤，堵塞一切可能
出现的腐败漏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的重要讲话， 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 这是出于改
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的现实考量， 是站在
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的高瞻远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艰难的远征，
离不开披荆斩棘的尖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 必须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 ，充分发挥其为改革发展清淤 、排阻 、

助力 、护航的作用 ；同样 ，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只有与改革发展同步 ，融
入改革、保障改革、推动改革的巨大作用
才能愈加明显。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这一
年，对湖南来说，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
是严峻的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良好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
作风，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
就必定能为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为全面深化改革积蓄磅礴的
正能量，就能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谱
写出精彩的湖南篇章。

本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李柏槐

隆冬时节，记者在湘西、湘北等地农
村走访发现，尽管硬化的乡村公路已四通
八达，但“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却屡屡
被农民重新提起，成为一种新的期盼。

“我现在最想修的路是机耕道。有了
机耕道，农机才能下到田里去，现在种田
才有钱赚。” 溆浦县卢峰镇麻阳水村村民
张平田的说法，代表了许多还在坚持种田
的农民的心声。

可是，记者调查发现，机耕道在全省
大部分地区“欠账”太多，导致农机常常

“无路可走”，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发展和
农民增收。

农业机械“望田兴叹”
常德市鼎城区韩公渡镇属于湖区，尽

管田地平坦开阔，但农机大户陈国教仍然
抱怨：机耕道少得可怜，农机“跨”过一个
小水渠就得费半天劲； 农机作业常不成
片，如收割水稻时，不是损毁“插花田”的
禾苗，就得等“插花田”收割后再过机械，
耽误大把时间。

而在处于丘陵、山区的麻阳、涟源等
地， 缺乏机耕道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一
些“高岸田”，农户请一台收割机，绕好几
个圈子也未必能进入田间， 效率大打折
扣，安全性也不高，无奈只得抛荒。

来自平江县的数据显示，全县现有58
万亩水田中，42万亩未修机耕道。 尽管一
部分以搭临时桥等办法解决机械进田难
题，但仍有20万亩水田采用“原始”的人工
作业办法。“收割一亩水稻， 收割机只要
100元，人工收割至少要200元；而一台收
割机作业一天，相当于30个劳力一天的作
业量。如果不采用机械化，种田成本怎么
降得下去？农业从哪里出效益？”平江县农
机局负责人的“账本”算得很清楚。

在辰溪县农机局局长张学文记忆中，
全县机耕道只是“依稀可见”；在邵东县45
万亩的水田版图中，60%因缺乏机耕道而
无法让大中型机械进田……尽管暂时没
有全省的整体统计情况， 但一个又一个

“个案”说明：全省机耕道“欠账”太多是不
争的事实。

“有机无路走”， 许多农民朋友只能
“望机兴叹”、“望田兴叹”， 既影响了利用
补贴政策购置农机的积极性，也阻碍了农
业现代化步伐。

机耕道“先天不足”
机耕道的“欠账”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为什么在今天显得特别“扎眼”？
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认为，最大的一

个原因在于，机耕道建设“先天不足、后天
失养”。

全省现有机耕道大部分修建于上世
纪70年代前后。当时，为了少占耕地，节约
建设成本，机耕道都是由各村或村民小组
自行建设，修建标准很低，多为土积而成，
宽度也多数在2.5米以下，只能勉强满足小
型耕整机和人力板车通行。

田地承包到户后， 农村机耕道建设、
养护进入“休眠期”，多数地方对机耕道的
直接投入几乎为零，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和
人为破坏，机耕道状况日益恶化，逐渐由
宽变窄、由好变差、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如，有的农户为了一己之利，将田埂年复

一年地向路面推进，使得机耕道路面越变
越窄，时间一长，机耕道变成新田埂，别说
过机械，人行都成问题。

近几年来，有的乡村在进行农田基本
建设时，也安排了兴修机耕道。但由于乡
村机耕道建设的规划、布局和管理没有明
确归口管理部门，随意性很大，相当一部
分道路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按有利于机
械化作业的要求来规划布局。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的“牵引”下，全省各地农机
种类、数量都急剧攀升，使原本就数量甚
少、破损不堪的机耕道压力倍增，显得比
以往更为“窘迫”。

拉通“最后一公里”
作为农机进田“最后一公里”，机耕

道的缺失可谓卡住了农业发展的“脖
子”。记者采访发现，在农村青壮劳动力
大多流向城市的背景下， 大量留守农民
种着无法用农机作业的田地， 主要目的
仅仅是保证自给，毫无积极性可言，田地
抛荒现象时有发生。

那么，拉通这“最后一公里”，该从哪
些方面入手？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明确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
强农村机耕道路等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维护，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说， 首先必须把这
个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把机耕道放到与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同等的位置，
拿出真金白银来“还账”，把机耕道建设
纳入各地新农村基本建设范畴和优质粮
食产业工程、优势农产品基地、农业综合
开发、 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中， 统筹规
划、同步建设。

同时，农村机耕道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因地制宜统一布局，必须有具体
的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建议，从目前情况
看，农机部门具有专业技术优势，对机械
的使用性能较为熟悉，对机械作业道路的
要求最为清楚，可明确由其牵头服务。

根据测算，每亩水田平均需要建设10
米长左右的机耕道。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下， 到底占用谁家的耕地来修建机耕
道，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王罗方表示，如
今惟有鼓励土地流转， 推行适度规模经
营， 由大户在内部协调占用耕地问题，才
可在短时期内有效推动机耕道建设，而机
耕道建设反过来又可促进规模经营和农
机化作业。

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机械化之路

“经济卫士”火眼金睛
去年审计出违规金额313亿元，

移送违法违纪案件线索125件
今年力争对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审计监督全覆盖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孙振华 通讯员 兰志荣)

有“经济卫士”之称的审计机关，对经济社会发展正在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1月16日召开的全省审计工作
会议传出消息， 去年全省审计系统着力加强对重点领
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成效显著；今年
将从5方面着手，努力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
资源的审计监督全覆盖。

去年全省审计机关就政府性债务， 财政资金使用，
政府投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
九项规定等进行审计督促检查。共审计和调查5755个单
位，查出违规问题金额313亿元；促进增收节支、避免和
挽回损失173亿元；移送违法违纪案件线索125件；提交
报告和信息9192篇，推动建立健全制度197项。

会议提出，今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将围绕完成5大
任务，着力反映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部
门履职尽责情况：

进一步加大财政审计力度。 将高度关注财政存量
资金问题，通过审计促进盘活存量资金；重点关注各部
门单位“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的支出情况。今年将对16
个省直部门单位开展预算执行审计，对就业补助资金、
生猪补贴资金、科研经费3项专项资金进行审计。

进一步加大经济责任审计力度。将把债务管理、民
生改善、生态效益、节能减排等指标作为审计的重要内
容和评价的重要方面， 将自然资源管理纳入经济责任
审计评价体系。 今年将继续组织对部分县市区党政领
导实施同步审计。

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审计力度。 今年将继续对在
建高速公路、对口支援新疆建设项目、省直机关集中办
公区建设项目开展跟踪审计， 对部分重点投资项目开
展竣工决算审计。

进一步加大民生资金审计力度。 今年将整合有关
市州审计力量， 开展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和
财政扶贫资金审计。

进一步加大资源环保审计力度。 将重点加强对土
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以及湘江流域等重点区域环境
保护情况的审计；同时将全面开展土地出让金审计。

许多地方农业机械下不了田———

机耕道“欠账”太多

三湘拾零 小偷跳楼逃跑被捉
设局专骗就医老人

溆浦县桥江镇，田边高护坡让农机下田极为不便。近日，想着开春后的农机作业，伍
联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李佑国眼中满是焦虑。 本报记者 刘勇 摄

漫画/李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