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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勇

[核心提示]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继续实行

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
补贴等政策， 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 。
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
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 提高补贴
精准性、指向性。

[镜头]
衡阳县西渡镇种粮大户刘准， 流转

土地5500多亩，2013年早稻、 晚稻播种
面积共计1万余亩，产粮4000多吨。在国
家政策层面上，他能获得的种粮扶持，仅
仅是种自家四五亩责任田的补助。 各项
补助加起来，合计不超过600元。

“国家对种粮的所有补贴资金，都是
直接打到原来的土地承包户的存折上，
跟我们现在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无关。”
刘准说。

而种植5500亩水田的成本、风险都要
刘准一人承担。2013年， 在严重干旱和粮
价走低的双重打击下，刘准辛辛苦苦干一
年，回头算算收支账，结果亏损了70多万
元。所幸的是，衡阳县对种粮大户和发展
双季稻生产实施补贴，刘准每亩水田可获
得200元扶持。“县里补贴110多万元，除开
亏损的70多万元，我这一年也有40万元的
纯收入。但我还是希望，国家能够采取一
些措施，让真正种粮的人能实实在在享受
到惠农政策，让我们心里有底。”

[背景]
从种粮不缴税，到种粮有补贴，党的

这些惠农政策，近年来极大地激发了农业

生产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
的加速，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越
来越普遍，对种粮补贴带来了新的挑战。

来自省财政厅的资料显示，2013年，
我省粮食直补、 农资综合补贴及双季稻
补贴的标准（参考标准） 为13.5元每亩、
80.6元每亩、58元每亩。农作物良种补贴
资金按2012年的实际种植面积预拨，预

拨补贴标准为早稻15元每亩、 一季稻15
元每亩、晚稻15元每亩。

这些种粮补贴， 基本上是以原来的
土地承包面积为基准核算， 补贴资金也
归原来的承包户所有， 流转土地种粮食
的生产大户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扶持，大
大削弱了政策的导向效应。

[专家解读]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

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说，现行的种粮补
贴政策是“撒胡椒面”，农民“人人有份”。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种粮补贴资金发放

跟承包户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已无多大关
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行的种粮补
贴政策导向作用已经不够明显， 而成为
一种对农民的“普惠”政策。从这个角度
理解， 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还是应该坚
持。

但是，对新增农业补贴进行改革，势
在必行。陈文胜认为，只有将补贴资金与
粮食生产直接“挂钩”，实现农业补贴的
精准性、指向性，才能适应当前农村土地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实需要， 才能
真正起到激励生产者的作用， 实现谁种
粮、谁受益，多种粮、多受益，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而区分产品、区分经营主体、区
分产销区域的补贴， 更是打破了农业补
贴在行政地域上的平均主义， 使粮食主
产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现代农
业过程中更有政策保障，更有信心，有望
跳出“背着包袱抓粮食， 抓了粮食背包
袱”的怪圈。

当然， 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
对生产者补贴， 这种尝试也会遇到一些
困难，显而易见的就是，如何核实播种面
积和产量。陈文胜说，如果在收购环节进
行补贴，过去发生的不少国有粮仓、粮食
企业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典型案例，让
人触目惊心，但改革不能“因噎废食”，只
要方向对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陈文胜认为， 具体操作需要坚持的
一个原则是， 政府补贴的推动力要通过
市场价格的原动力起作用， 而市场价格
的原动力需要政府补贴的推动力来激
发。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配
套补贴政策，才能走得更远。

尝试将补贴与粮食生产直接挂钩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新看点之四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1月25日讯（通讯员 廖远哲）日前，
湖南省检察机关根据前期调查情况， 依法

对原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慧玲等50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 破

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对其他涉案人员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本报1月25日讯 （记者 苏莉 刘文
韬 朱章安）1月21日至25日， 衡阳市举
行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此次大会以严明的纪律营造了良好会
风，与会代表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饱满
的政治热情依法履职，圆满完成大会各
项议程。

按照中央、省、市改进会风的要求，
衡阳市人大会从简办会。会场内不摆鲜
花，会场外不挂气球，不悬挂过街宣传
横幅标语，不封道，代表驻地房间不摆
水果，也不安排宴请，不搞会议简报，不
发放纪念品。

为确保大会风清气正，选举顺利进
行，衡阳市委向每个代表团都派驻了纪
律监督组， 对会议进行全过程监督。根
据中纪委、中组部“五个严禁”、“十七个
不准”和“五个一律”及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九不准”要求，衡阳市委在会前就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肃市县两级人大
政协“两会” 期间纪律的“十严禁”规
定》， 包括严禁以各种形式为自己或他
人拉票，严禁擅自外出用餐就宿，严禁
贿赂代表、委员和工作人员，严禁到歌
厅、洗浴等休闲娱乐场所消费等。会前，
各代表团分别对市代表及工作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市人大代表、耒阳市监察
局副局长陆小勇告诉记者，耒阳市代表
团在会前进行了专门培训，特别强调了
会议纪律。会议期间，他没有收到任何
与选举有关的手机短信。通过广泛宣传
和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工作，大会形成
了代表们共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选举
纪律、会议纪律的良好氛围。

严肃会风会纪，让代表们少了很多
干扰，把更多精力放到会议上来。会议

期间，与会代表全身心投入到会议各项
议程中， 把智慧倾注到建言献策上。在
代表驻地，代表们聚在一起，不是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就是征集议案联名，有
的代表还利用休息时间对议案建议做
最后的修改完善。据议案组组长卢劲松
介绍， 本次大会议案组共收到议案52
件，建议、批评、意见99件，议案建议质
量都比较高。如针对城区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蒸湘区代表团的廖精华代表在会
前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会议期间又利
用休息时间对建议进行了充分的完善
修改，最后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质量较高
的建议。在分组讨论会场，代表们紧紧
围绕事关衡阳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和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畅所欲言。由
于准备充分，许多代表在讨论中发言简
短精要，会议效率大大提高。

本报1月25日讯 （记者 苏莉 刘文
韬 朱章安）1月21日至25日， 衡阳市举
行了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 大会选举了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李亿龙当选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大会还补选
了两位副市长。

在1月24日下午举行的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 代表们以不记名投票方
式 ， 依法选举产生了部分湖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按照法
律规定 ， 当选人员将报经湖南省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后 ， 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公
告。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香君 付薇）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今天广铁管内客流持续攀升，发
送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11.1%，创节前春运单日旅客
发送量新高。

自20日以来， 铁路客流开始持续在100万人次以上高
位运行，同比增幅明显。春运10天，广铁共发送旅客1007万
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0.7万人次，同比增长10.7%。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铁节前共增开127列普速临时
旅客列车。所有临客列车已于1日起陆续上线运行，预计节
前共增加运力328.8万人次。

据铁路部门预计，26日将持续110万人次以上客流高
峰。铁路部门提醒，网络购票旅客请尽早取票，确保票、证、
人信息一致，以免耽误行程。

广铁日发送旅客
112万人次

创节前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记者今日
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节前，从长沙飞往张家界的机票
非常紧俏，飞往芷江机场的机票则已经售罄。预计今年春运
期间， 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将突破185万人次， 同比增长
7.5%。

据黄花机场相关部门介绍，除夕（1月30日）之前，由长沙
出发前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厦门等城市的机票票
源充足且折扣较低；由长沙出发前往海口、三亚、哈尔滨等热
门旅游景点所在地的机票则十分紧俏，基本没有折扣。

支线航空方面， 由长沙飞往张家界的机票尚有部分余
票，由长沙飞往芷江的机票已经全部售空。

机场提醒旅客， 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微信平台（微信号：CSA96777）了解春运期间航班动态、
机场天气、机场交通情况等相关信息。如遇特殊情况，请旅
客密切关注机场通过媒体发布的即时消息， 对乘机方面存
在任何疑问，可拨打机场服务热线96777进行咨询；乘坐南
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可拨打问讯电话84799333。

省内航线机票紧俏

节前长沙飞芷江机票售罄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蒋运国）记者
今日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 年前广州飞长沙的航班非常
紧俏，每趟航班客座率均爆满。为应对春运客流，南航今天
增开7趟广州飞长沙的航班。

据南航介绍，节前飞长沙的增开航班中，近一半为广州
-长沙航线。16日至25日， 广州-长沙航线上已增开57趟航
班，每趟航班客座率均爆满。

目前，CZ3380、CZ2432两趟航班已改为空客A321机型
执飞。该机型比原航班机型多28个座位，可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

相比之下，节前从长沙飞广州的机票依然充足，并有较
大折扣。

南航广州飞长沙
增开7趟航班

春运进行时

在衡阳“破坏选举案”中

50名犯罪嫌疑人被立案侦查

(上接1版②）
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报告了年度工作

情况。 提案委办复全年立案的875件提案，
进一步提高了提案办理质量； 经科委牵头
开展“优化政务环境，促进转型发展”调研，
调研成果获得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的
高度评价，有关建议被有关部门吸纳；人资
环委就湖南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开展
专题调研， 促进了地下水资源的开发与保
护；文教卫体委牵头开展“我省高校产学研
结合情况”调研，促使高校产学研作为“我
省创新发展的重头戏”着力推进；社法委开
展“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和“深化公
检法执法司法公开” 调研， 促进了有关政
策、机制和工作的细化；民宗委为加快武陵
山片区发展开展调研， 推动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项目的落实推进及农村教育卫生人
才队伍的建设； 文史学习委为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建言献策， 建议加强抗战文物征
集工作、加大湖南抗战宣传力度；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和专题对口协
商，积极做好团结联谊工作，为我省招商引
资牵线搭桥。

下午，常委们分组审议了以上草案，并
分组审议了关于召开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政协湖
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草案），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和
各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及有关人事事项。

（紧接1版①） 这些议案紧紧围绕改革发展、
改善民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立足我省实际，
提出制定和修改有关法规， 以推动相关工
作。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高度重视，深入
调查，主动沟通，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研究。

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说明，省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拟任人员、 省商务
厅厅长拟任人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拟任人员分别作了任职前发言。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省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严肃会风会纪

与会代表严守纪律依法履职

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圆满闭幕

李亿龙当选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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