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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 落实发展新理
念，破解“三农”新难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到
2020年，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

“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 立足湖南
当前实际， 产粮大省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省农委主任刘宗林提出， 要强化粮食
产能基础， 主攻单产， 确保粮食安全； 要走高
效安全绿色发展之路， 优化品质， 促进种粮农
民增收。

当前困境凸显供给侧改革的迫切

产粮大省湖南，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一直以来，各级抓粮食生产的劲头不减、投入不
少、力度不松，近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一直稳定
在600亿斤的高水平。

近几年来，湖南连续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利于
农民增收。 但眼下粮食市场国内储备多数库点
高仓满储，国外进口低价稻米有增无减，对我省
农民种粮增收带来了巨大压力。

从粮食生产和流通来看, 省农委粮油处处
长周志魁称，对比发达国家，湖南种粮用工多。
例如日本机械化种田，种一亩田平均只需不到2
个工日，湖南平均要5至6个工日。对比发展中国
家，湖南种田用工贵。 例如越南和缅甸，种一亩
田虽然平均要9至10个工日，但这些国家一个工
日仅相当于20元人民币。

再看大米流通市场，普通的缅甸米、越南米
销到湖南乡下，其米价只相当于本土的谷价。而
日本、泰国的高档米，价格是湘米的数倍甚至上
10倍。 日本的月光米，每公斤卖到200多元。 高

档的泰国香米，价格也是每公斤几十元。
周志魁称，湖南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

先要向发达国家看齐， 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
化，大幅减少劳动用工，降耗增效。 其次是在稳
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质，产出能与泰国茉莉香
米相抗衡的高档米， 并大幅度提升高档优质稻
的占比，满足人们消费升级的需求。

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改”

米质好不好，主要看品种。
省优质稻育种权威专家赵正洪介绍， 湖南

已有一些高档优质稻品种， 如玉针香、 农香32
号、湘晚籼17号，米质都达到国标一等，各项指
标堪比高档泰国米。

但这些高档优质稻在全省占比还太小，没
有形成大品牌，影响主要在省内。粮食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要集中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要素，加
快扩大高档优质稻的占比， 在全国乃至全球打
响品牌。

湖南作为杂交水稻的故乡， 正在努力改良
杂交稻， 已培育出产量高、 米质优的杂交优质
稻。 2015年，省农委主推的几个杂交优质稻，其
米质已达到国标二等。

眼下，湖南育种专家正在从杂交稻的父本、
母本两方面优化，“嫁接”优质的种质资源，估计
不久将培育出高档杂交优质稻。

“一旦高档杂交优质稻培育成功，既有产量
优势，又有品质优势，湖南米将再展雄风。 ”省粮
油专家钟武云称，借助杂交稻在世界的影响力，
湖南有望打造超级优质大米品牌， 带动种粮农
民增收。

粮食供给侧改革， 要把粗放生产方式扭过
来。以往过度追求产量，采取大肥、大药、大水的
粗放式生产，不但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益，还
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只有扭转这种高

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走高效安全绿
色发展之路，做到精准高效施肥、用药，营造良
好生态环境，才能产出绿色优质大米。

确保粮食安全，湖南如何稳产能

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非简单压缩粮
食生产。

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牢守这一
理念，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依然把粮食生产放在
重中之重的位置。

对湖南来说，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定粮食产能是前提和基础。 在当前种粮效益
偏低的情况下，粮食如何稳产能？

刘宗林主任介绍，政府加大投入，整合多渠
道资金，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推进105个
县市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三五” 要建成高标
准农田3000万亩以上；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
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示范， 力争全省粮食高产
创建面积突破2000万亩，到2020年全省粮食产
能达到630亿斤左右。

抓粮食生产，还是要讲稳定面积。对传统双
季稻区，推广“早稻超级稻＋晚稻优质稻”模式，
兼顾应对进口大米冲击， 产出与泰国香米竞争
的超泰湘米。 在大湘西一季稻区， 推广“一季
稻＋再生稻”， 一季投入两季产出； 在南县、汉
寿、新化、桂东等县地势低洼的稻田推广“稻＋
鱼”“稻＋小龙虾”、“稻＋鳖”、 “稻＋泥鳅”等
模式，种养结合稳定粮食产能，又促进农民每亩
增收2000元以上。

随着种粮三项补贴合一， 改为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新增资金将集中扶持适度规模经营。 全
省可增加7亿元左右的投入，扶持新型生产主体
和服务主体，推动粮食生产组织转方式，实现少
数人种多数人的田，少数人帮多数人种田，从而
提高规模效益和劳动生产效率。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彭雅惠）
春节临近，安全第一。 今天，副省长戴道
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调度部署春节期
间我省安全生产工作， 要求深化隐患排
查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目前，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安全事故大幅下降。 随着春节临近， 不
利天气增多， 春运压力加大， 全省进入
安全事故高发期。

戴道晋指出，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 全省各地、 各部门和
相关企业应立即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部
署本行业、 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党政
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带队开展节前安

全生产大检查， 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
按照会议部署， 春节期间我省将重

点抓好道路交通安全， 全省交警2/3警力
上路巡逻执法， 严格治理超载超限， 落
实客运车辆凌晨2至5时停运休息制度，
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安全监管；
抓好森林防火， 加强巡查监控， 严格管
理野外火源； 抓好烟花爆竹安全， 以县
为主、 乡镇 （街道） 负责检查排查， 强
化对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 储存、 运输
及燃放监管， 坚决遏制爆炸事故发生；
抓好煤矿、 非煤矿山安全， 加强春节停
产检修期的安全巡查； 抓好消防安全，
加强警示教育和隐患排查。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06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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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唐龙海 周薇） 1月27日上午， 省
人民检察院在长沙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反
渎职侵权工作会议。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游劝荣在会上强调， 反渎
职侵权工作是检察机关监督“不作为”
的重要手段。

会议通报了2015年度全省检察机关
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 全年共立案侦查
各类涉及渎职案件403件， 591人,包括重
特大案件230件342人， 县处级以上要案
28人 （包括4名厅干）。 这些案件总共给
国家和集体造成经济损失495.39亿元。

游劝荣指出， 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检
察机关监督“不作为” 的重要手段。 党

的十八大以后， 党中央领导开展反腐败
斗争，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但有
的地方开始出现该干而不干、 该作为而
不作为的渎职现象。 游劝荣强调， 全省
反渎部门要通过执法办案， 警示职能部
门不敢不作为， 不能不作为， 从另一个
方面来巩固和扩大反腐成果， 促进反腐
工作取得更大胜利。 要主动对接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决策部署， 服务和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要适应运用法治方
式反腐新要求,进一步转变侦查理念和办
案方式， 加快侦查工作信息化建设， 积
极探索渎职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律
师在场制度改革， 着力提升法治反腐能
力。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开车走高速出行的车主又
有新选择了。 28日零时， 安邵高速涟邵
段建成通车。 长沙往邵阳方向车主， 可
避开车多的潭邵高速， 选择走长韶娄高
速后转安邵高速， 节约车程半小时左右。

安邵高速是二广高速在湖南境内的
一段。 途经益阳安化县， 娄底涟源市，
邵阳新邵县、 北塔区、 邵阳县， 全长
130.8公里。

记者从安邵高速公司获悉， 28日建
成通车的为涟邵段 （涟源互通至邵阳县
梽木山段）， 加之此前已建成通车的龙涟
段 （龙塘互通至涟源互通）， 安邵高速现

已通车路段， 联通了长韶娄高速与沪昆
高速。 这也意味着， 长沙往邵阳方向车
主， 可选择走长韶娄高速， 在龙塘互通
上安邵高速， 直达邵阳。

目前， 安邵高速还有安化梅城互通
至龙塘互通约41公里路段未建成。 据安
邵高速公司透露， 安邵高速全线将力争
今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二广高速湖南境内共613公里， 由
北往南依次经过常德、 益阳、 娄底、 邵
阳、 永州， 然后南下直连广州。 目前，
还有安邵高速部分路段、 常安高速未通
车。 按省交通运输厅计划， 今年年底前，
二广高速湖南段将全线通车。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家里水电线路坏了， 找谁修最方便？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如何足不出户找到
工作？ 今天， 一款名叫“农民工建修平
台” 的APP在长沙正式上线， 为上述双
方搭建起便捷的沟通平台。 这也是首款
专门服务农民工的APP。

记者扫描二维码下载这款APP后发
现， 日常的水电维修、 管道疏通、 物业
管理、 家政服务， 以及油漆、 木工、 泥
工等， 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轻松找到。
每个工种目录下， 都有相应的农民工

图像、 专业技能介绍 、 客户评价等信
息 ， 有需要的话 ， 按操作指引下单预
约即可。

该平台创始人、 农民工出身的苏汉
臣介绍， 农民工可在平台上免费实名注
册， 通过互联网推介自己。 目前在平台
注册的农民工已超过200人， 都是与苏
汉臣共同打拼多年的熟练工。 除夕、 大
年初一， 这200名农民工将为长沙市10
个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提供免费服
务。 该平台在长沙运行成熟后， 将逐步
向全国大中城市推广。

全省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展开
重点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防超载超限，
落实客运车辆凌晨2至5时停运休息制度

反渎职侵权 监督“不作为”
全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会议召开

安邵高速涟邵段昨晨通车
长沙至邵阳有了新选择，可省车程约30分钟

首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APP上线
招工、找工作，手机上搞定

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

湖南如何推进
粮食供给侧改革

“冬之韵”室内杜鹃花节开幕
1月28日， 市民在室内观赏艳丽绽放的杜鹃花。 当天,“冬之韵” 室内杜鹃花节在省

森林植物园开幕， 展出各种造型的东洋杜鹃花600多盆， 为寒冷的冬天带来几分艳丽和
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