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SEE
投身湖南环保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凝
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昨天下午，阿拉善SEE公
益机构会长任志强在阿拉善SEE湖南中心筹备会上呼
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湖南环保事业献出我们
的爱和力量！ ”与会近100名专家、学者、公益环保人士做
出了积极的回应。

2004年6月， 百位中国企业家创建了我国首家以社
会 (Society)责任为己任 ,以企业家 (Entrepreneur)为主
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
府组织）。 承诺连续十年，每年投资10万元，以减缓阿拉
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共和国地标”之称。 会上，该机构秘
书长刘小钢介绍，他们已投入6555万元，资助了超过300
个公益环保项目，覆盖400多家环保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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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办婚礼
省钱又添彩

欧阳金雨

近日， 在长沙某建筑企业上班的小李在网上晒了一
份婚礼账单，称婚庆司仪、装饰道具、婚餐烟酒，以及娘家
人的来回住宿、路费总花费仅1万元。网帖中，小李还附了
份亲戚拍的婚礼视频：新娘一袭拖地婚纱，满脸幸福；公
公婆婆被亲友抹花了脸，喜庆幽默；现场还有司仪花童，
一幅张灯结彩的场景。不少网友跟帖感叹“惊呆了”。（1月
20日华声在线）

1万元能办出如此出彩的婚礼？ 笔者也很是怀疑，可
待看完报道，也就找到了答案。镇上婚庆、自购食材，乡下
酿酒，10元一包的香烟，最便宜的还是娘家的花销，火车
往返，50元一晚的酒店……说到底，关键还是小伙子抛得
开面子、舍得花心思，妻子不挑剔，岳母也支持。

老实说，在世俗的观念里，一场婚礼能带来的一系列
消费可谓数不胜数。 定亲、下聘、照婚纱照、买钻戒、请婚
庆策划、定酒店、摆宴席、度蜜月……有些地方还要求“男
方买房、女方买车”，或是“男女双方共同买房、共同装修”
……如此折腾下来， 双方家庭可能都有委屈憋了一肚子
气，甚至还可能造成小家庭起步阶段资金的短缺，或是父
母背负长期的债务。这，恐怕也是很多大龄青年恐婚的原
因之一。

其实何必呢？ 婚礼完全可以办得节俭一点。 比如当
下，自行车婚礼、集体婚礼、旅游结婚就得到了不少年轻
人的青睐。 这样的婚礼节约、低碳还很有创意，一点也不
失体面，正代表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

年关将至，身边不少朋友吐槽称，父母一再催婚，却
完全办不起婚礼。瞧瞧人家这个“最省婚礼账单”便知：只
要心意到，节俭办婚礼，也可以省钱又添彩！

结婚，是情感的水到渠成，是婚姻的庄重承诺，是未
来的相扶相持。 可别为了所谓的面子，伤了感情的里子，
得不偿失呢。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周聪颖

【核心提示】
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 探索推进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
改革 ， 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
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 ，
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
生产者， 切实保证农民收益。

【镜头】
2013年7月22日， 大暑。 一大早，

湖南粮食集团金山收购点内， 装满粮食
的农用货车、 拖拉机、 三轮车就排起了
长龙。

当天， 我省启动2013年早籼稻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 这是我省近3年来首次
执行最低收购价， 粮食部门按每50公斤
132元的国家最低收购价， 敞开收购早
籼稻谷。

“现在肥料、 人工价钱都在往上走，
市面上的粮价却在往下走， 幸好现在国
家启动保护价收购， 比市价好很多， 所
以我们没吃早饭就来送粮， 生怕送晚了
粮库就不收了，” 来自长沙县开慧乡开慧
村的张革祥送了1131公斤粮食， 拿到
2985.84元现金， 张革祥说： “刨去成本
和运输费用， 赚得还是很少。”

2013年， 面对粮价下跌、 仓容紧张
的困难局面， 我省分别于7月22日和10
月20日启动了早稻和中晚稻最低价收购
执行预案。 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后 ，
2013年的早稻和中晚稻的收购价由每50
公斤120元和127元的市场价分别提高到
132元和135元， 为稳粮价保市场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为农民增收15.6亿元。

【背景】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始于2004年。

按照规定， 国家每年在粮食播种前公布
水稻、 小麦等最低收购价政策， 当市场
价低于最低价时， 由国家指定的粮食企
业以最低价进行收购， 以此稳定市场价
格， 维护农民利益。 至今， 粮食托市政
策出现了几次大的调整。 起初只对小麦
和水稻实行最低价收购， 后来大豆、 玉
米等也开始了临储收购政策。

最低价收购政策有效保护了种粮农
户的利益， 但由此对产业的影响却越来
越严重。 实施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
市场价格跟着政府定价走， 使国内价格

不断提高， 随着与国际市场价格差的扩
大， 进口量越来越大， 国内市场免不了
受到冲击而价格波动， 在农产品价格波
动过程中， 中间的收储和加工企业库存
成本大幅增加。

【专家解读】
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表示，今年的中

央1号文件将粮食安全问题摆在突出位
置，其中一大亮点是“建立农产品目标价
格制度”， 这一提法是首次在1号文件出
现，值得关注。

张亦贤介绍，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历经
多次改革，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
就是从单纯制定最低收购价格和实行粮
食的临时收储政策转向逐步实行目标价
格。

何谓目标价格？ 张亦贤解释， 目标
价格是在综合考虑CPI指数和当年农民
收入增加目标、 市场价格等因素的基础
上预测出来的一个价格水平。 当市场粮
价低于目标价格时， 政府按差价补贴生
产者， 防止谷贱伤农； 在市场价格过高

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 防止米贵伤民。
张亦贤认为， 建立粮食目标价格制

度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的有力手段， 对市场调节配置粮食
资源、 实现国际国内粮价接轨、 协调期
货与现货粮价关系、 控制物价总水平将
起到重要作用。

张亦贤介绍， 目前， 湖南已经做了
一些有益的探索:
� � � � 一、 全面开展了粮食产销和成本利
润调查。 从2010年开始， 省粮食局在全
省14个市州、 34个县市、 500多家农户
开展了早、 中、 晚稻和油菜籽的产量、
单产、 生产成本、 出售价格、 种植补贴
和种植利润调查， 初步建立了第一手产
销成本利润数据。

二、湖南已率先建立了稻谷成本价格
发布平台。2013年7月省稻谷成本价格发
布平台正式运行，对稻谷的生产成本、收
购价格和大米的批发(出厂)价格、零售价
格及其变动情况定期发布， 初步形成价
格情况交流、信息共享、协商会商机制。

三、 充分发挥市场流通对粮食生产
的促进作用。 积极推进政策性粮食进入
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进行公开竞价采
购和拍卖， 创造公平、 公正、 透明的市
场环境， 发挥政策性粮食对市场价格的
引导作用； 充分利用湖南粮食集团控股
的南方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这一交易平
台， 实行粮食生产者、 贸易商、 需求商
的有效对接， 促进粮食的有序流通， 帮
助种粮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张亦贤最后指出， 实施目标价格，
需要获得并核定农业生产者的相关信息，
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必须要在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前提下试点先行， 探索经验，
逐步推广。 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 2014
年将继续执行稻谷、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
策和玉米、 油菜籽、 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苏莉）
1月13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
来山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深
入益阳市困难企业、 社区和乡村，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为他们送去
党和政府的关怀。

13日上午， 于来山一行来到
益阳市资阳区、 赫山区， 先后走
访慰问了省劳模姜跃丰、 退伍军
人杨运冬、 困难农民李建寅、 退
休老教师曹敏勋和曾担任公社党
委书记的退休干部邓艾生， 详细

询问他们的医保、 社保和住房、 身
体健康状况等。 在农民李建寅家
中， 看到李建寅和妻子均卧病在
床， 儿子因车祸去世， 儿媳离家出
走， 祖孙三人靠低保金和孤儿补
助金生活时， 于来山当即为他们
送上慰问金， 并叮嘱当地民政部
门要给予这一家人关心关注， 安
排好他们的生活。

13日下午， 于来山又来到益
阳市人大机关老干部胡署秀、 益
阳市缝纫机厂困难职工彭云家中

走访慰问。 随后， 于来山召集益阳
市缝纫机厂、 益阳轮船公司、 灯泡
总厂、 化肥厂、 红旗化工厂、 益阳
石煤发电综合利用试验厂等6家困
难企业负责人集中座谈， 详细了解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目前面临的
困难。 于来山指出， 这些企业在历
史上为益阳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
贡献， 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责任
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重新焕发生
机， 有责任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
子。

送去关怀和祝福
刘莲玉慰问老台胞和困难台胞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下午，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莲玉走访慰问老台胞和困难台胞， 为他们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新春的祝福。

在省机械化施工公司宿舍区， 刘莲玉看望了86岁高
龄的第一代老台胞林云。 林云192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
1948年，怀揣着对大陆的美丽憧憬，随丈夫黄铭勋（已故）
来到大陆， 在省机械化施工公司职工医院当护士直至退
休。 老人一别台湾故土60年了，乡音丝毫未改，丈夫故去
后，她坚强地独自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 老人曾是第六届
省人大代表，非常热心祖国的统一事业，曾3次返回故土
同亲人团聚。如今，老人每年都会给台湾亲朋好友寄送湘
绣、贺卡等具有湖南特色的礼物。 刘莲玉向林云问好，并
表示：两岸人民同根同源，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祝愿
老人健康长寿，为密切两岸关系作出贡献。

随后，刘莲玉来到困难台胞陈万宏家里，详细询问了
其家庭和子女就学的困难情况。在慰问昏迷长达7年之久
的省台联会原秘书长林云华时， 刘莲玉拉着林云华丈夫
的手，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悉心照顾。林云华是第二代台
籍同胞，在省台联机关工作23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
2006年突发脑溢血，至今仍昏迷不醒。

针对走访中老台胞和困难台胞反映的困难情况，刘
莲玉表示，将会同省人大民侨外委、省台办、省台联会等
部门联合解决。 她指出，定居台胞是一个特殊群体，是重
要的统战资源和对台工作的重要对象， 要切实解决他们
的生活困难问题，适当提高全省困难台胞生活补助标准，
使定居台胞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中等生活水平。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 截至2013年底， 湖南共建成
通车高速公路5084公里， 排名全
国第四。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全省交
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获悉， 今年我省
将建成通车403公里高速公路， 新
开工600公里高速公路建设。

去年， 我省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723.09亿元， 建设目标全面实现。
其中， 高速公路建设超额完成原定
1000公里的通车任务， 新增通车
里程1125公里， 新增6个出省通

道， 全省通高速县市区达111个。
公路水路完成客、 货运量18.77亿
人、 20.58亿吨 ， 同比分别增长
6.82%、 11%。

今年， 我省将投资660亿元，
继续加快推进交通建设。 其中， 高
速公路将投资390亿元， 确保澧
常、 新溆、 长韶娄、 怀化绕城、 炎
陵至汝城 （扫尾项目） 共403公里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国省干线投资
140亿元， 新建1500公里； 农村公
路投资75亿元， 建设8000公里；

水运投资34亿元， 重点推进湘江长
沙综合枢纽、 土谷塘航电枢纽和湘
江2000吨级航道二期工程建设；
道路运输站场投资21亿元， 重点推
进综合运输枢纽和物流基地建设。

副省长张剑飞要求， 今年高速
公路建设保持适度发展规模， 切实
加强干线公路、 农村公路的建设、
管理和养护， 大力推进水运建设发
展， 大力发展现代客货运输和城市
公共交通， 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
平。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新看点之二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1月22日，洪江市文联志愿者来到江市镇，为群众免费拍
摄全家福，打印照片。 该市2014年春节“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
当天在江市镇举行。 杨锡建 张锡文 摄影报道

有责任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于来山在益阳走访慰问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何力
柱）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新闻通讯员简史》 近日正式出版发
行。该书记述了自唐宋以来，中国新
闻通讯员出现、演变和发展的历史。
而在此之前， 国内还没有一部专门
研究通讯员发展史的书籍，因此，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学术委员

何光先在该书序言中，称这是“一部
填补新闻史空白的专著”。

该书明确提出：“一支庞大的通
讯员队伍参与新闻工作， 是我国无
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特色，
也是中国新闻事业与国外新闻事业
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客观记述
了新闻通讯员在整个新闻事业乃至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具
体叙说了新闻媒体对通讯员的精心
培养以及不少通讯员热衷通讯员工
作感人至深的事迹。

该书作者杨新正是湖南日报老新
闻工作者，多年从事编辑、记者工作，
后任新闻研究所所长。 该书是他在退
休以后，历时10多年潜心研究写成的。

一部填补新闻史空白的专著
《中国新闻通讯员简史》出版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波 欧阳赞
华） 今天， 长沙市岳麓区政府组织教育、 城管、 公安、 消
防、 民政等部门， 组成联合执法行动组， 一举摘除了8家
无证艺考培训机构的牌子。 据该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喻剑
平介绍， 这是首批摘牌的无证艺考培训机构。

今天上午9时， 行动小组来到岳麓街道桃花岭村一所名
为围山美术学校的门前。这是一所租用市民住房办起的培训
学校。学校大门紧闭，只有围墙大门上的校牌和广告宣传画，
格外抢眼。 执法组将校牌和广告牌进行了摘除。 离这里不远
的地方，又有一所名为无极艺术培训学校的机构，同样大门
紧闭。 门外竖立着巨大的广告牌。 执法组人员摘除了其校牌
和广告牌。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又相继在王家湾、靳江小区、
阳光100等地展开行动， 摘除了右脑美术、 青木画室、51学
院、星梦非同、朝阳、尚考等艺考培训机构的校牌。

近年来， 我省艺考培训机构发展迅速， 其中绝大多数
集中在长沙市的岳麓区。 这些培训机构相当一部分是无证
经营， 既扰乱了市场秩序， 又存在消防和食品安全等诸多
安全隐患， 社会各界反响巨大。 长沙市去年10月开始整治
艺考培训市场。 重点责任区岳麓区经过3次摸底， 发现区
域内共有艺考培训机构94家， 其中合法机构31家， 正在筹
设的3家， 非法机构60家。

“对这些无证机构， 我们进行分类处理。” 喻剑平介
绍： “首先是让其限时自己摘牌。 自己没有按时摘牌， 我
们再组织统一强制摘牌。 摘牌后， 让其进行整改。 整改合
格的， 颁发办学许可证。 整改还不合格的， 将坚决取缔。”

长沙市教育局民教处处长刘凯希说：“整治艺考机构还
只是治标。以此为起点，我们将与全省各地市州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联手， 开展联管联控行动， 整顿各种艺考违规招
生、培训行为，还百姓一个明净的艺考培训市场。 ”

艺考培训学校三分之二非法

长沙首批8家无证
机构被摘牌

高速公路今年将新通车403公里
已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四，全省111个县市区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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