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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平 罗云峰 王君

桃江县桃花江镇拱头山村种粮大户昌冬
良，今年种粮2539亩。眼下，正是投入期，资金
面临“青黄不接”。6月，他从农行桃江县支行
获得40万元“财银保”贷款，今年种粮“不差
钱”。与以往贷款需要抵押物不同，他这笔“财
银保”贷款，由保险公司承保、农行贷款、财政
贴息。昌冬良说：“改革给力，让我们多种粮，
多受益！”

2015年9月起，我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全
面实施农业“三项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改革试点，
将农业补贴瞄准种粮者， 成为全国此项改革
的5块“试验田”之一。和昌冬良一样，一大批
种粮农民因此受益。

农业补贴更加精准———
告别“大锅饭” 鼓励多种粮

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此前已实施10多
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发挥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从2004年起， 国家陆续出台了种粮农民
直接补贴、 农资综合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
（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省政府为鼓励双季
稻生产，2011年出台了双季稻补贴政策。其中
2012年至2014年，我省3年累计向农民直接发
放农业“三项补贴”200.5亿元。

随着时间推移，农业“三项补贴”的局限
性也开始显现，逐渐演变成农民的收入补贴。
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
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却很难得到除自
己承包耕地之外的补贴。此外，加入WTO时，
我国承诺农业补贴的上限不超过农业产值的
8.5%，目前已逼近政策上限，必须改革补贴政
策，更多运用WTO规则中不受限制的耕地地
力保护、技术补助等政策支持农业发展。

根据省政府2015年9月批准的《湖南省农
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方案》，我省将农业

“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中，
将全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
资金，以及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的80%，用
于耕地地力保护； 将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
的20%，加上农业“三项补贴”的增量资金，统
筹用于支持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省财政厅副厅长欧阳煌说，农业“三项补
贴”改革，目的是将农业补贴瞄准种粮者，真
正做到“种地得补贴，不种地不得补贴”。

保障农民既得利益不受损———
严格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石门县夹山镇农民李良飞， 去年种植3.6
亩一季稻， 获得378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但
与往年不一样，这次发放补贴前，当地农技站
人员还到村里核查实际种粮面积。 李良飞告
诉记者：“补贴额度和以前差别不大， 不过不
种粮的就没有补贴了。”

对惠农补贴等利益问题， 农民群众非常
敏感。我省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如何在
存量上保障农民既得利益不受损？

科学测算补贴标准。 我省根据2014年的
计税面积、双季稻种植面积及近3年双季稻补
贴资金在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中的权重， 测算
出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标准： 计税面积内种
植一季农作物，每亩每年105元；计税面积内
种植双季稻，每亩每年175元；计税面积外种
植双季稻，每亩每年70元。上述每亩耕地的补
贴标准与改革前差不多， 农民得到的实际补
贴与改革前差别不大。

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核实种粮面积。
我省借助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各市县的早、中、
晚稻种植面积， 省里将遥感监测面积与市县
申报面积进行比对， 督促市县核实农民实际
种粮面积，为解决“种与不种一个样”“种多种
少一个样”的问题。遥感监测面积和市县申报
面积误差在10%以内的， 按面积最大值安排
资金；如果误差超过10%，则重新进行测算。

完善“一卡通”补贴发放模式。利用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试点的契机，我省创新了财政
与银行数据交换标准化接口、 部门数据接口、
触摸屏补贴查询系统“三位一体”的补贴发放
管理体系， 解决了以往补贴发放程序繁琐、财
政部门与银行信息不一致造成数据处理失败
等问题，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及时发放到户。

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导向———
支持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在存量上保障农民既得利益不受损的同
时，我省在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上充分
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通过大胆创新“自选动
作”，切实用好用活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资
金，将大部分资金按因素法切块安排到县，剩
余资金集中用于解决制约农业规模化发展的

“融资难”“融资贵”及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
问题，促进提升全省粮食规模化生产水平。

———担保解决“融资难”。
6月14日，湘潭县茶恩寺镇金平村种粮大

户梁凤虎， 由湖南省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从农行湘潭分行成功贷款90万元。
2015年， 我省从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资金
中安排2.7亿元， 省财政预算安排6.3亿元，以
湖南省农业信用担保公司为基础， 在90个产
粮大县全面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目前，我
省农业信用担保体系90个县级办事处已全部
挂牌运营，相继推出“粮食保贷通”、“油茶保
贷通”等产品，累计受理融资需求项目653个，
需求总额88.24亿元。

而省财政厅、 省农委引入的贷款保证保
险，以保单作为担保方式，构建“财银保”合作
贷款体系， 更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银行
之间搭建了一座全新的桥梁。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申请贷款时，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以保
单作为担保从银行贷款； 当贷款人未按合同
约定履行还贷义务并且等待期结束后， 由保
险公司承担贷款损失赔偿责任， 由财政设立
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作后盾。 包括昌冬良在
内，全省至今已有176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
得“财银保”贷款总计达1.46亿元。

———贴息缓解“融资贵”。
从今年开始， 我省对大规模种粮大户生

产经营活动给予贷款贴息， 贴息贷款利率最
高不超过国家规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20%， 单个项目贷款贴息额度不超过贷款利
息的50%。大规模种粮大户的贷款成本，几乎
下降了一半。

———扶持做大做强。
省财政厅、省农委出台《湖南省大规模种

粮大户培育扶持实施方案》，决定从全省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专项资金中切块安排5000万
元，每年扶持不超过50户大规模种粮大户，其
中重点支持10户左右。2015年底，桃源县丁巧
云等50户种粮大户成为全省大规模种粮大户
扶持对象。

———补助社会化服务。
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等

方式， 对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重大技术
推广与社会化服务进行补助， 推动水稻生产
转方式、攻单产、增效益。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近一年来，湖南
这块“试验田”取得了预期效果。财政部、农业
部在总结湖南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今
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这，
也是粮食大省湖南为全国作出的又一贡献！

湖南日报讯 省司法厅原党组书记、
厅长陈书谏同志因病于2016年6月30日在
长沙逝世，享年96岁。

陈书谏同志1920年12月出生于山东

省冠县，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了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88年11月离休。2009年9月，经中央组织
部批准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多种粮 多受益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湖南“试验田”

财税改革 攻坚前行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杨丹 )湖南
麓沩轩书画院今天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欧阳斌、董志文、
文选德、沈瑞庭、朱东阳、罗海藩、唐之享、
李贻衡、张树海、黄祖示等出席。

湖南麓沩轩书画院由青年企业家、收
藏家杨伟军任理事长， 著名书法家杨炳南
任院长，资深老艺术家王超尘、伍祥干、澍
群、王金星、王友智、柯桐枝、蔡德林、高延

芳、梁双玉、胡万卿、李儒光、张青渠等分别
任艺术顾问、名誉院长。书画院同时聘请了
一批活跃在当代书画艺坛的老中青年书画
家作为艺术创作骨干。

该书画院的成立， 旨在以书画院为平
台，以书画艺术为载体，团结书画艺术家和
书画爱好者，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广泛开展书画创作、采风、展览、交
流、研讨和培训等活动。

湖南麓沩轩书画院成立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于思洋 柳潇）继2016年长江1号洪峰
7月1日14时被三峡水库拦蓄后，2016年长
江2号洪峰今天又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形成。
今天17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超过警戒
水位。洞庭湖防洪，三峡水库能否给力？

省防汛办今天向湖南日报记者透露，
国务院2015年下半年批复的《长江防御洪
水方案》，明确了三峡水库对城陵矶地区实
施防洪补偿调度，即：三峡水库水位在145
米至155米之间的56.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用于对城陵矶地区的防洪补偿。 曾参与讨
论《长江防御洪水方案》的省防汛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 这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荆江分洪
区的库容。 但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55.0米
时，在155.0米至171.0米之间，调度方式就

重点考虑荆江河段的防洪需求了；在171.0
米至175.0米之间，三峡水库剩下的防洪库
容则用于防御上游特大洪水。

此前的6月5日14时， 三峡水库水位下
降到145.79米， 提前5天完成今年汛前消落
任务，腾出防洪库容。7月1日14时，三峡水
库入库流量达到50000立方米每秒，为今年
入汛以来三峡水库迎来的最大洪峰。 三峡
水库开启对城陵矶地区的“防洪补偿调度
模式”： 控制出库流量31000立方米每秒左
右，削减洪峰流量19000立方米每秒，削峰
率达38%，此后一直按30000立方米每秒左
右均匀下泄，有效减轻了中下游防洪压力。

截至今天14时， 三峡水库水位151.37
米，距155米水位还有23.3亿立方米的防洪
库容。

洞庭湖防洪，三峡给力
三峡水库对城陵矶地区实施防洪补偿调度

陈书谏同志逝世

7月3日， 由湖
南、广东、广西、海
南、湖北、云南六省
区摄影家协会联合
主办的“中国梦，百
姓梦” 首届全国摄
影大展， 在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举
行，从全国4万余件
参赛作品中评选出
来的86幅获奖作品
参展。

梁向锋 摄

付彪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
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
赶考的日子。”2016年7月1日上午， 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指出，“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
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95年来， 中国共产党经受住各种风雨
的磨砺 ，克服党内外的各种险境 ，带领全
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应该
说归因于我们党一直保持了这种 “赶考”
的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 ，“赶考 ”之路又
迈出铿锵步伐。 从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整
治“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 ，到正在开展的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 ，就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继续在这场
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 ”的要求 。面对新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全党同志应时时处处
把人民当“考官”，做清醒的“赶考”者，永葆
“赶考”状态，答好新的时代“考卷”。

永葆“赶考”状态，最根本的是强化“群
众观念”。“打江山”靠群众，“坐江山”同样
靠群众 。在新的 “赶考 ”征程中 ，能不能继
续保持这一最大优势 ，决定 “赶考 ”成败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必须始终把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体现在这一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
上 ，体现在 “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上 ，切
实在心中筑牢人民群众这个根基 ，为 “赶
考”奠定坚实基础、获得不竭动力。

永葆“赶考”状态，最关键的是彰显“担
当精神”。 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 必须谨记入党时的誓
言 ，谨记对党的承诺 ，自觉把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任扛在肩上，始终保持昂扬精
神状态， 自觉做担当作为的表率。“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只要永葆这样的
精气神，就能在新的“赶考”中不断开拓新
局面、创造新辉煌。

永葆“赶考”状态，最核心的是“永远保
持谦虚 、谨慎 、不骄 、不躁的作风 ，永远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面对新的 “赶考 ”征
程 ，“两个务必 ”升华成 “两个永远 ”，既是
“两种作风”的继续强调，更是向全党同志
郑重宣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
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
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
纪 ，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 、永不沾的政治
本色。惟此，才能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
更加优异的答卷！

永葆共产党人的“赶考”状态
三湘时评

（上接1版③）
先后组建了长沙人艺话剧团、 长沙人艺

歌舞剧团等10个艺术团体， 探索艺术生产和
服务的“民办公助”新模式。

扶持民办博物馆发展，2015年已有6家民
办博物馆共获得了242万元的资助。

出台《关于实体书店的扶持办法》，每年政
府拿出300万元扶持一批有条件的实体书店。

“月月有节会”，
“文化长沙”酷玩到嗨

摇滚青年热爱的“草莓音乐节” 刚刚结
束，已举办六届的湖南（国际）动漫游戏展7月
份又即将袭来。

长沙的文化节会已经成为了拉动文化消
费的新增长点。

在实现娱乐、文博、互联网、出版、印刷等
多行业的联动互促的同时， 市民得到了多样
化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服务。

长沙阳光娱乐节、长沙图书交易会、公益
电影放映月等以文化市场反哺公共文化，通
过发放消费券、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激发民
众文化消费兴奋点， 吸引市民走进书店、歌

厅、影院，培育文化消费市场。
仅2015年， 参与长沙阳光娱乐节的企业

就超过1500家，给市民、进城务工者赠票5万
余张，参与群众达5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过1
亿元。

随着“艺术长沙”双年展、洋湖国际艺术
雕塑节、国际音乐艺术季、长沙金鹰艺术节、
橘洲(国际)音乐节等众多文化节会的成功举
办，“月月有节会”的长沙文化品牌蜚声全国。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投资者、消费者，外地
人专程到长沙来看一场展览，听一场音乐会，
看一场焰火……“文化长沙”酷玩到嗨。

产品更“拉风”，
文化产业成“金主”

当前， 文化消费方式正从排浪式逐步走
向多样性和个性化。 长沙文化产业也正从供
给侧发力， 提供更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创
新创意的“拉风”产品，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释放市场活力。

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广电湘军” 继续
引领收视狂澜；

酒吧、KTV、歌厅演艺等长沙“夜”经济在

经过市场转型升级后，“午夜汽车不如行人
快”的现象依旧；

通过二次创业，善禧文化、永熙动漫、草
花互动、华视坐标等为代表的新“动漫湘军”
正逆势崛起；

古玩、艺术品市场成为消费增长新亮点，
全市仅登记在册的艺术品经营单位就达163
家；

“指尖经济”成为文化消费领域新拉力，
长沙市移动互联网总产值达300亿元，从业人
员超过4万人；

“文化+旅游”蔚然成风，湘江古镇群、浏
阳河文化旅游带的构建， 华强集团“美丽中
国·长沙文化产业示范园”、 华谊兄弟长沙电
影文化城、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
度假区三大文化产业项目的相继开工， 将成
为长沙休闲旅游文化的新地标。

强劲的文化消费拉动了长沙文化产业
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长沙已经形成了以
影视传媒 、动漫 、游戏 、数字出版 、演艺娱
乐、文化旅游、工艺美术等为载体的文化创
意产业体系，让文化产业成为了这座城市的

“金主”———
2015年， 长沙文化产业总产值达2799亿

元，增加值774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
9.1%。

（上接1版①）
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强调，

本次强降雨历时长、范围广、强度大，洞
庭湖水位还将进一步上涨， 防汛抗洪形
势日趋严峻。 要全面落实洞庭湖防汛抗
灾工作措施， 特别是各级领导要按照防

汛责任分工，到岗到位。要立即组织干部
群众上堤防守，全面巡堤、查险、处险。要
严格执行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有效
组织受洪水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要科学
调度内湖内河，加强电排调度，做好排渍
排涝工作。

（紧接1版②） 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衡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包昌林
表示，作为纪检监察机关，更要担负起监督
责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严格刚性执纪，
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为建设政治清
明的新衡阳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

“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
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南岳区纪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赵伟林认为，当前“四
风”问题树倒根在、更加隐蔽，必须保持力
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在用好“常规
药方”的同时，创新方式方法，狠挖细查隐
性变异“四风”问题，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好
转。

“纪检干部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容易成为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的围猎对
象，更要保持初心。”祁东县纪委干部监督
管理室主任旷晖表示，我们必须时刻绷紧
纪律和规矩这根弦，加强对纪检干部的监
督，坚决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切实做到自身硬、自身净。

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多“获得感”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们基层纪

检人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共鸣， 进一步增
强了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宁乡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张武表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县级纪委担当着十分重要
的政治责任。当前，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还存
在诸多薄弱环节， 要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为契机，全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更好地延伸落实。

“让‘老虎’逃不了、‘苍蝇’躲不掉。”耒
阳市纪委副书记、 监察局局长阳发云认为，
作为党的忠诚卫士， 就要对腐败问题保持
“零容忍”，既要查办大案要案，又要惩治“蝇
腐蚁贪”，抓好“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把压力传导到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让基层各种腐败问题无处遁形。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最
后一公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
‘获得感’。”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纪工委
书记吴群辉表示，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既要推动“两个责任”在基层生根，
建立党组织从严治党“任务清单”和“责任
清单”，推动党规党纪在基层执行，又要推
动正风反腐在基层不断深化， 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三资”管理、惠民资金使用、征地拆
迁等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以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效取信于民。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找答案”

长沙：供给侧发力激活文化消费

“中国梦， 百姓梦”
首届全国摄影大展广州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