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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2 jjklmnop!"#UqrBs
Itu2vwxyz{|}T"#U-~�
��7��2��ZT"#ULg��}�
�2��T"��(���J��}�2~�
����T"#U{|��89��< �
>2�B�LJ� ¡¢Jn��%J£¤¥
¦J§�¨©Jª«¬®¯�I°±�̂ ²
³´Sµ !"#$ >J!%&' >¶�·>¸¹M"
oT"#Uº�»B<

!"#$%&!'()*+,

@AB¼JB½¾¿À�ÁT"#U2Â
>ÃÄÅÆB¼Ç¼È7½¾ÇÉÈÊËÌ
ÍÎT"#U%&Ï ÐÑÒ½ÓÔJ IÕÖ
ÔJ×ØÙ�7̂ ÚÛÜÝS-Þß2�Bàp
áâãäåæçèéÀ7ê@ABT"#U
Ú̂ÛIS%&ë9ì2áâãäåæçèíî
MI¤ÇïÏ�>�BB¼ðñò`óºô $
Äõö÷øù#UúûüýþèT"#U%
&2 Bÿ!n"ºô (Äõö÷øçèT"
#U2#$Bpáâ%ÐÑ̂ Ò½ÓÔ&IÕ
ÖÔ&×ØÙ�S-Þß2õöà'�á()
�Æ6T"#U:çèÏ �Bpáâ-qr
åá}2à÷ø*�+7BT¼ÈNÞî,ü
ý--.î,%�/01�2��åæçè

éÀÏ 345672"Bàpáâãäåæç
èÙ )'!)Ä2çè#Uúûüý !!#(8Ä2
93T":; *+$)<Ï

!-./0)!123045

n]�½¾6Iáâ2 NÞä=>?2
@(ä=AB-CPD�Eé2{î�Úp
¨FT"��OPD�GH7÷øIä=
�}CJ&¨FD�&CPD�-KLMJ
%&D;Ï �>?2N� OPQRSª«Ë
T9Q&UVUW&XBYZ9Q&�L¬%
&2 ÙÆ6T"#UCPD� &(" [Ä2\
è93� $+) <T":;2 ]J�T"5
6Ï �T"#UD�çè^_`2aÞ5�
�b�bëM2]c�]deè2CD
ÐÑêT"#U�ì¬@(�f�ë2g�h
ijUj®9kSj§jlSmnoÑ7p
D¬��Ï �>?2"BÙQqàrR�b
�M *!+! sÏ tuvÇSw`SCPSËT
¬àrD�xJ +"( Ä2 yJD�),
$'(! ),Ä-2çè#Uúûüý )%' 82}
zD�{ð '&! |2]deè &!' s2}z
½<}~9ð '&! |2 Ô�jUj® $%

82����mn��oÑ *$ Û2i�(�
( <2½�� & )2T"#U��D�>x
J�~�b��]�Ï

ÐÑ̂ ���RS-��2����-#
Uúûüý����-T"#U:çè2
b�³���2��"���Ï ���S� 
OPSR�� S¡¢e`£Sn��%S¨
©¤¥Sª«S£¤¥¦S*O¦§S),¨
w©ª¬�«®á(-#Uúûüý�
���-:;\è2 �¬�:T":
;Ï ®oS¯°B±²Ë8�"BJ%��
³I´µÈ¶2"�\èT":;Ï 345
672"BÙçè#Uúûüý $&(& 8Ä2
\è2�T":; +%$( <293�ý ()'+
<293·z +'./02V¸93 *(+ <22�
93p¹ '(/! º»Ï

!-6708!9:;<=>

QRQb¼T"#Uá(-½1NÌÏ
�>0?2@AB�����S¡e£SR�
� S� OPSn��%S¾¿¨©S£¤
¥¦S),¨w©ªSª«¬�«®á(
Æ6̂ ÀQÀQSËT9QJ2CÁQq�

R�b�#UúûM2�¬�:T":
;Ï 3bÂ"672"BÙtuw`D�
J #$(! Ä2yJD�), ++!) )Ä2çè
#Uúûüý ('!' 8Ä2 Ãè:; )!#!
< 2 93�ý '(!/ < 2 93�ý·z
+*.(02V¸93 *(' <2Ô�jU93Ä®
#(' 82 i�R�#Uúûn¥üý *' <2
úÅ<} +*' º»Ï ©^QRQb2ÆÇ�
R�#Uúû�2 ër�#UúûÈÉ2�
��T"56Ï

M�2�(Ê��S� OP¬®Ë
Ì2ôUÍ-Þß2@AB�>Î��7�
 OP&M�`/�-%&?ØÏ ��T"
����5�Ï yÏB¼SB½¾̂ IÐ{
ÑS2�Òù��̂ #Un¥SNGÔÓS��
ÔÓSÔÓÔÎS¬Õ:X�&y�CDë
92{î� !! �̂ ÖfSÏ vwÆ6×ØQR
7LQ§%&Ï T�ä=n]�̂ ��,-
èS��tÙ:çèS��ÚÛèSÜÝÞ
èSéÀ2��Æ6:;\èQRxJ2ë9
��,ÂÞ}ßbàÊ !% Ä& ��ÚÂÞ
bàÊ #' Ä&��ÜÂÞbàÊ #% ÄÏ Ã
ÄÅÆ� OP#UÄ®áÔ)â��ã

È2ÃXäßhå7eÍ2~9"B ) Û�
 OP#UÄ®¯ !%#/ >°"äæyÏ

?@)*AB!CDEFGH

ÂçyÏ�ê@ABÒ½áâ-.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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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李柏槐）省政府决定，在洞庭湖区实施
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夯实“天下粮仓”。记者
今天从省农机局获悉， 省财政投入2亿元资
金，已开始分批下拨，标志着该工程实质性启
动。

洞庭湖平原，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下
粮仓”。近30多年来，湖区粮食生产遭受比较
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流失、基础设施滞后等
影响，商品粮主产区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省政府部署， 从现在起至2017年底，洞
庭湖区（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及长沙市望城
区）实施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依托大平原，
推进机械化生产， 示范带动全省农业迈向现
代化。

根据湖区农业的现状， 该工程主攻两大
方向： 一是扶持新型经营主体。 从现在起至

2017年底， 在湖区新扶持454家现代农机合
作社，省里和地方财政对每家合作社补助30
万元；在过去获得扶持的现代农机合作社中，
评选150家示范社， 由省财政对每家奖补10
万元； 湖区重点扶持1000家现代农机合作
社，担当起机械化种粮的主力军。二是在湖区
通过竞争选择6县3区， 创建粮油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 每个示范县市区安排1000万
元、每个示范农垦管理区500万元，带动社会
资本投入，推进稻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辐
射全省。

针对粮食生产机械化的制约“瓶颈”，列
入该工程的示范县加大田间机耕道建设，通
达率达到60%以上，让各种机械下得了田。针
对机械化薄弱环节，重点突破机械化烘干。湖
区的合作社和农民购置特大型烘干机， 每台
奖励20万元。

郭天保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前沿阵地，建设好这一阵地对
于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张家界市在具备条件的行
政村开展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深受
基层群众欢迎。但是，怎样把这块文化“小阵
地”建设得磁场大、气场足、用场多，仍有一
些问题需要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

张家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情况———

建成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示范点。张
家界市合乡并村后现有64个乡镇872个行政
村，共有村（社）文化活动室874个，基层文化
服务设施覆盖率、设置率达100%。今年，在
桑植县、慈利县建设了24个省级村级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在永定区、武陵源区建
设了6个市级示范点。 各示范点按照“七个
一”标准（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
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
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械）
建设，集多功能于一体。

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借鉴的建设经验。
在资金引入上抓众筹。利用中央和省级专项
资金624万元、 市本级资金30万元作为引导
资金， 采取社会众筹等方式引进民间资金
1642万元，确保建设高标准；在建设选址上
抓整合。利用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闲置校
舍、“农家书屋”等既有条件选址建设，提高
了建设效率；在资源共享上抓统筹。将示范
点建设与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等部门推动
的“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项目建设对接，实
现场所、设施、资金、项目、人才等资源共建
共享；在建设监管上抓考核。将示范点建设
纳入2016年全市重点民生实事工程考核范
畴，确保示范点建设优质高效。

锻炼了一支有激情有活力的文化队伍。

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志愿服务制度，鼓励文艺
体育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走进服务中心，
将民间文化能人引向文化阵地。多个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开展民俗文化展演活动， 聚集、
培养了一支支业余文化队伍。

在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文化辅导缺失，群众参与不够。因各个
乡镇文化站仅1至2名文化专干，村级文化阵
地“文化领队”缺乏。文化活动“怎样组织”

“由谁组织”成为难题，致使群众参与不多、
阵地利用不够。

经济基础薄弱，筹资渠道不广。各级财
政资金仅够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文化广场和小舞台的基本建设，文化活动室
投入及配套的绿化、 亮化工程难以保证。而
张家界85%以上村没有稳定的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无法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
参与建成高质量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阵地使用单一，特色活动不新。因思想
观念相对保守， 群众对基层文化阵地功能
的理解比较狭隘。 加上部分村级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的宣传教育、宣讲发动、示范引领
等工作滞后， 群众在文化服务中心只是开
展跳广场舞、下棋看书、健身运动等简单的
文化体育活动。 很多文化阵地没有彰显地
方和民族优秀文化， 无法满足群众多样文
化需求。

保障举措贫乏，运转维护不力。各级财
政对于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
维护维修、 正常运转没有列支专项资金，村
文化阵地“建得成、管不起、用不好”现象时
有出现，影响了效能发挥。

思考及对策———

向乡贤名士“借力”。乡村文化阵地是乡
贤发挥教化乡民、泽被乡里、传承乡村传统

美德的重要平台，要动员、鼓励或聘用乡贤
运用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多形式宣讲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慈利
县岩泊渡镇红花村可利用“渔浦书院大讲
堂”，邀请当地“土专家”宣讲孙开华、杜心
武、陈能宽等本土历史名人轶事和传统耕读
文化。

请致富能人“助资”。要将财政项目资金
作为“引子”，大胆吸纳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
进入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更要创造
条件撬动本村“致富能人”参与投资，使文化
惠民效应发挥最大化。慈利县零阳镇金花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依托该村集体经
济，多方筹资300多万元修建各类文化设施，
成为全省亮点。

同本土文化“联姻”。张家界是少数民族
聚居地，民族文化浓郁独特，全市整理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10大类818项，其中国家级4
项、省级12项，多项非遗项目被文化部评为
地方特色文化标志。基层文化阵地建设要深
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大力推广本土文化、
彰显地方文化特色。要依托文化“小阵地”开
展“土家六月六”民俗文化节、“三月街”文化
艺术节和“上九”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鼓励
开展民俗表演和技艺切磋，加强本土文化传
承保护，打造本土文化品牌。

与乡村旅游“接轨”。近年来，张家界已
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思路，村级文化阵地建
设也要善于对接乡村旅游资源，推进文化旅
游协同发展。比如慈利县溪口镇坪坦村利用
境内千年古樟、红色苏维埃旧址、溪口古街
等旅游资源建成了澧水半岛国际旅游开发
区；贺龙元帅故乡桑植县洪家关乡已成为全
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点之一； 永定区王
家坪镇石堰坪村拥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等国字号荣誉，为村文化阵地建
设增强了后劲。
（作者系中共张家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
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12
月14日24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435元和420元。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 各类成品油零
售价分别为：93#汽油6.23元/升，上调0.34元/

升；97#汽油6.63元/升， 上调0.37元/升；0#车
用柴油5.93元/升，上调0.36元/升。

此次油价调整为年内第九次上调，创下4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上一次能够超越本轮涨
幅的调价在2012年9月，当时汽、柴油每吨分
别上调550元和540元。

大平原机械化作业

洞庭湖区
夯实“天下粮仓”

国内油价创4年来最大涨幅

创新基层宣传工作大家谈

建设具有文化磁场的
文化“小阵地”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晴 ）12月14日， 中石化巴陵石化对
外宣布， 该公司已分别与省及岳阳市主要
污染物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签订两单总价
值为310.45万元的合同，出让部分排污权指
标。从2015年至今，该公司先后3次“外卖”
减排剩下的排污指标， 交易金额650.45万
元。

根据巴陵石化申请，经省、岳阳市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巴陵石化这次向省主
要污染物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出让氨氮排污
权33吨、COD（化学需氧量）排污权1.5吨、氮
氧化物排污权66吨，交易金额300万元；向湖
南瑞源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让二氧化硫排污
权0.8吨、 氮氧化物排污权3.7吨， 交易金额
10.45万元。

巴陵石化再次“外卖”排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