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②）
据悉，我省去年已在郴州市东江湖流

域的桂东、宜章、汝城、资兴开展生态红线
制度建设改革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
上，近日下发的《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方案》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

遵循强制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协调性原
则、可行性原则、相对稳定原则，红线一旦
划定，不得随意调出。

我省生态红线划定已列出明确时间表，7
月完成第二轮意见征求与反馈，形成最终划定
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上报环保部。

（上接1版①）
2005年起， 以沩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成

立为标志，沩山片区逐步走上一条“造血扶
贫，旅游富民”的发展路子。

2005年9月，首届国际佛文化节在密印寺
开幕，沩山片区旅游开发正式起步。沩山管委
会以“生态沩山、养心密印”为旅游龙头，推出
参禅礼佛游、生态休闲游、漂流探险游、沩江
溯源游、采摘体验游、高山避暑游等特色旅游

产品，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工作同步推进：高
达99米的千手观音像2009年落成， 黄祖沩公
路提质改造胜利竣工， 景区房屋完成青瓦白
墙立面改造，沩水河全线完成清淤治理，新辟
茶园铺满景区山坡……

如今的沩山，青山环绕之中 ，盘山公
路蜿蜒而上，密印古刹钟声悠远 ，万亩茶
园青翠欲滴 ，居民楼白墙青瓦红柱 、古色
古香。2015年， 景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5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23%、26%。昔日贫瘠之地 ，已蝶
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长沙西部山区
的一颗明珠。

全域旅游带动全民致富

4月6日， 宁乡在全省县域率先召开全域
旅游发展大会；而作为新“宁乡十景”的龙头
景区，沩山风景名胜管理区也率先打响了“景
区提质，内涵丰富，配套完善，全民参与”的全
域旅游发展战役。

4月27日，记者来到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
炭河古城景区建设现场，一座黄土垒就、巍峨
质朴的西周皇宫建筑群已经雏形初显，古阙、
古城墙、烽火台、铁索桥纵横勾连，银杏、香榧
郁郁成林，这个因出土四羊方尊、人面纹鼎等
稀世青铜器物而享誉世界的遗迹之地， 正在

重构炭河古城，核心景区计划今年“十一”黄
金周开门迎客， 将向世人展示3000年前南方
都邑的繁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核心景区内，还将
建设一个名为“千手大屋”的项目，以组团散
居形式建设西周风格的民居建筑， 主要用于
安置黄材库区的300多户贫困移民。 将来，这
里不仅是一个安置区，还是旅游景点、生产基
地，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也将跟上。

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 管委会各
乡镇按照“把全域作为一个大公园、大花园、
大观园、大果园来打造”的思路，走个性化、品
牌化发展道路： 炭河古城建设正如火如荼推

进，九折仑户外航空运动基地即将对外开放，
总投资30亿元的青羊湖森林康养产业基地已
经签约，南轩生态文化园正在规划建设中，洛
湛铁路、 南北横线等建设也将为沩山片区的
大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沩山乡党委书记黎国君告诉记者，2015年，沩
山人均纯收入超过1.5万元，为10年前的15倍。

来到沩山，一路道路通畅，标志明显，风
景美不胜收；出游遇到困难，咨询服务中心、
广大居民“导游”将带来贴心的服务；干净卫
生的旅游厕所，畅通的自驾游公路，和煦热情
的民风，无不让人心旷神怡。这是展望，也正
在成为现实！

沩山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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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徐林

有道是“湖广熟天下足”，作为农业大省，
湖南“三农”家底你清楚吗？

4月28日， 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标志着全省农业普查工作正
式启动，湖南“三农”再摸家底。为何要普查？内
容有哪些？难点在哪？如何开展？记者就此采访
了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

记者：湖南为什么要进行此次农业普查？
张世平：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

我国每10年开展一次农业普查。2006年时，国
家曾经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近十年以
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情、社情、农情发
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

对于我省而言， 开展第三次农业普查，不
仅是贯彻农业普查条例、 依法行政的需要，也
是准确掌握我省“三农”新变化，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需要：

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提供决策依
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目
前，我省还有465多万贫困人口亟待脱贫，这要
求摸清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
制约因素，及时调整、完善“三农”政策。

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科学指导。 当前，我
省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
要求找准“三农”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
揭示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居住等变化趋势，

有针对性地提质增效，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为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科学依据。 我省农业生产市场导向意识不强，

农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影响农业生产效益提
高和可持续发展，要改革必须进一步获取真实
详实、可靠可用的第一手资料。

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好
的数据和信息服务。大数据时代，农业生产经
营者迫切需要全面、权威、准确的数据，来找准
自身发展定位、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记者：此次普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张世平：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三农”发展

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调查结果必须
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依据。

据此，我省“三农普”的内容设定为：立足
农业，覆盖“三农”，以查清农业基本情况为主，
涵盖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
牧渔服务业，兼顾农村和农民。具体内容主要
包括农业从业者基本情况、农业土地利用与流
转情况；农业生产与结构情况、国家粮食安全
情况、新型经营主体与农业规模化情况、农业
现代化水平、经营主体产业化发展情况、新农
村建设情况、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农民生活方式
变化等10个方面。

为获取全面、准确数据，此次农业普查的
对象为：全省所有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
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全省所有城镇农业生产
经营户；全省所有农业经营单位；全省所有村
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

记者：此次普查有什么难点？
张世平：与前两次相比，此次农业普查范

围更广，数据更难采集，质量要求更高。
我省“三农普”涉及1540个乡镇、44151个

村（居）委会、1600多万农户和100多万个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人数众多、居住分散、流动频
繁，可见任务十分艰巨。

要顺利完成此次普查，省内各行政村至少
要配备1名普查指导员，每50户要配备1名普查
员。但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农民外出务工常
态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大量外出，在农村地
区招聘合格的“两员”难度远高于从前，数据采

集难度加大。
普查内容也变得更为繁杂。此次普查共有

7类普查表，涉及685个指标，增加了不少以往
统计报表制度所没有的新指标，普查员培训和
调查工作强度相比从前会大幅增加。

记者：普查会不会采用新的技术手段？
张世平：这次普查将全面启用新的调查技

术手段， 采用遥感、 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
（PDA）、联网直报等现代信息技术，综合运用
入户访问登记、联网直报、遥感测量等手段进
行普查。

对普通农户、规模经营户和农业经营单位
进行普查时，使用PDA入户访问登记；对行政
村和乡镇进行普查时，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
息技术，对所有乡镇实行联网直报，并力争将
行政村也纳入联网直报；对主要农作物，如稻
谷、小麦、玉米、棉花等的播种面积采用遥感信
息技术，进行遥感测量，可以更全面、直观获取
农作物播种情况和区域分布等可视化信息，避
免抽样调查带来的误判。

记者：本次普查如何组织实施？
张世平：全省农业普查大约需要3年时间，

普查时期标准是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整个普查工作分四个阶段：2016年四季度

以前完成农业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2016年10
月到2017年5月完成农业普查的现场调查登记
工作；现场调查结束到2017年12月底基本完成
数据质量抽查和数据处理；2018年基本完成普
查总结及资料开发。

省政府早在去年10月，已经成立了湖南省
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并制定工作规则。绝
大多数市州和部分县市区也陆续组建了“三农
普”工作班子，分解了工作责任。

目前，全省进入“三农普”全面准备的关键
时期， 省级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已于3月下旬在
宁乡县展开，预计4月底前可圆满结束。

摸清湖南“三农”新家底
———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访谈录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周月桂）省
商务厅今天公布的一季度消费品市场运行
情况统计称，今年一季度，汽车类商品销售
增速放缓。省商务厅分析，受有效需求趋向
饱和、城市交通拥堵加剧等因素影响，我省
汽车类商品消费已由原来的快速增长阶段
进入了理性消费阶段。

汽车类一直是近年的热点消费领

域，如今渐趋于理性回归，今年1至3月，
湖南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339.3亿元 ，增长
11.6%； 而去年一季度汽车类销售增长
13.4%，全年增长13.6%；增速呈下降趋
势。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分析 ，我省汽
车类消费已经渐趋饱和。 据统计，2015

年， 湖南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000万台，
其中长沙市平均每 7人拥有一台汽车 ，
与中部省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长沙机
动车拥有的密度甚至是其他同等城市
的3倍。此外，目前我省公共交通日趋完
善 ，加之城市道路拥堵 、停车难问题尚
未得到有效解决，今后汽车消费难以保
持高速增长。

我省汽车消费进入理性阶段
长沙市平均每7人拥有一台汽车，与中部省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机动车拥有

的密度是其他同等城市的3倍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 )“五一”假期，乘飞机出
行的旅客数又要创新高了。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今日预测 ，小长假期间，黄花机
场航班平均客座率预计在85%左右 ，旅
客吞吐量在16万人次左右，比去年同期
增长10%。

预计节前出行高峰出现在4月29日，当
日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6万人次，而节后旅
客出行高峰期将出现在5月3日。

预计假期航班的主要流向是北京、上
海、海口、昆明、三亚、成都、重庆、厦门、南
京、曼谷、首尔、台北、香港等地。目前，从长
沙出发前往全国各地均有部分余票。

机场提醒旅客，机场始发的国内航
班乘机手续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 40
分钟 ，建议尽早出门抵达机场 ，为办理
值机手续和安检预留充足的时间。同
时， 长沙机场在7号安检口设立绿色通
道，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可以从快速
通道过检。

“五一”假期将至

长沙黄花机场旅客数将涨一成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江钻）“五一”假期将至，高速公路出
行如何避堵？今天下午，“湖南高速通”APP
上线， 用户可通过该手机软件获得及时路
况、收费金额等服务。

记者下载打开“湖南高速通”，点击“线

路查询”，选择“路费计算”，分别输入起点
和终点“长沙西”、“关山”，立刻显示五种类
型车辆的收费金额。

省 高 速 公 路 监 控 指 挥 中 心 主 任
王光辉介绍，“湖南高速通”，可为用户提供
实时高速路况信息、路况导航 、高速路网

拥 堵 指 数 、 分 流 预 案 、 高 速 服 务
等 。

即日起， 用户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下载“湖南高速通”。此次率先上线的是安
卓版，苹果手机用户预计在5月15号左右可
下载使用。

“湖南高速通”手机客户端上线
可查询即时高速公路路况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周月桂）省商
务厅今天在长沙与阿联酋阿治曼政府代表团
进行了会谈， 双方探讨了在阿治曼设立中医
院、举办湖南烟花文化节等合作构想。 4月26
日至28日，阿联酋阿治曼酋长国政府访湘代表
团抵达长沙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

去年， 省商务厅与阿治曼工商部签署了
《合作谅解备忘录》，省商务厅在阿治曼设立了
驻中东商务代表处。此次阿治曼政府代表团到
访， 主要为实地考察湖南的中医医疗机构，就

合作设立中阿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有关事宜进
行磋商。

双方还提出了举办阿治曼湖南烟花节的
构想，将湖南烟花产品输入到阿联酋乃至整个
中东市场。目前，湖南省驻中东地区商务代表
处已经就湖南烟花节进行具体落实，省商务厅
也与省内烟花生产企业进行了对接。 此外，双
方表示将推动更多的优质湖南产品走向中东，
包括瓷器、湘绣、茶叶、果汁等，并探讨了在阿
治曼建立湖南工业园的可行性。

我省拟在阿治曼设立中医院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孙姣 ）雨水暂歇，阳光回归，不过，从
29日晚起，湖南又将调回“阴雨模式”，这个
“五一”假期，我们将在雨水中度过，不过气
温较为平稳。

省气象台预计，2016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雨日较多，4月29日晚至5月2日， 湖南将有一次

中等强度降水天气过程发生， 其中湘中及以南
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并将伴有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3日， 除湘东南仍有残留阵性降水
外，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省气象台分析，
强降水集中在4月30日至5月1日，期间无明显的
冷空气活动，气温总体较为平稳，预计日平均气
温为23摄氏度左右。

小长假天气雨为主

� � � � 4月28日， 郴州市爱尚三合绿色庄园蔬菜博览园，60余名宁远县新型职业农民在听取技术员介绍蔬菜
立体栽培技术。今年来，宁远县创新培育模式，组织200多名新型职业农民分类型、分产业、分季节进行异地
交流，学习先进技术经验，开阔视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就业创业能力。 乐水旺 摄

新型职业农民异地学技术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肖丽娟
通讯员 杨晨 胡浩巍）今天上午，第七届中
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新闻发布会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将
加快推进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 力争在
“十三五”期间培育100多家相关应用企业，
卫星应用产品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收入将突
破200亿元。

省经信委军品研制监管处处长徐福仓

表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其中绝大部分技术
来自国防科大。目前，我省从事北斗导航及
其他卫星应用企业超过30家， 行业总规模
突破50亿元，并形成了长沙、岳阳两个比较
集中的卫星应用企业集聚区。

据介绍， 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是
我国卫星导航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平台。
第七届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将于5月18日

至20日在长沙召开，由国防科大主承办，
主题为“感知 ，走向智能 ”，设置学术交
流、高端论坛、展览展示和科学普及四大
活动板块。“我们将融合湖湘文化和北斗
精神，以丰富的科普活动、高层次的学术
交流、 全面的展览展示以及湖湘特色的
北斗之夜等活动， 将本次年会打造成难
忘的一届年会。”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
地方组委会领导小组成员徐晖表示。

第七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将在长沙举行

我省将加快推进北斗导航产业发展

湖南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启动

� � � � 普查对象：
1540个乡镇、44151个村（居）

委会、1600多万农户和100多万个农
业生产经营单位。

� � � � 普查内容：
农业从业者基本情况、农业土地利

用与流转情况、 农业生产与结构情况、
国家粮食安全情况、新型经营主体与农
业规模化情况、农业现代化水平、经营
主体产业化发展情况、 新农村建设情
况、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农民生活方式变
化等10个方面。

� � � 2016年四季度以前，
普查准备阶段

� � � 2016年10月-2017年
5月，现场登记阶段

� � � 现场调查结束-2017
年12月底，数据质量抽查
和数据处理阶段

� � � 数据处理结束-2018
年12月底，工作总结及资
料开发阶段

四个阶段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