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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态宜居好环境。 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既是美丽乡村的外在表
现，也是农村文明程度的直观反映。

省人大代表谢运良注意到， 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 推进村容村貌整治全覆盖， 让农村好山
好水转化为农村的“聚宝盆”。 “这是非常值
得期待的事。” 谢运良建议， 建立一个乡村
环境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 使乡村生态环境
保护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的道路。 同时， 加
大环保宣传力度， 不断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
和环保知识。

“小厕所、大民生。 ”省人大代表詹鸣说，根据
全省农村改厕统计数据，2016年底全省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42.3%%，还有570多万户
农户家庭没有无害化卫生厕所。 他建议，将农村
厕所革命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项目，尽

快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打开绿水青山转化

成真金白银的通道。 ”曾之明说，要通过乡村
“环境革命”把美丽转化成生产力，大力发展精
品民宿、乡村酒店、特色庄园、慢生活区、创意
农业等农村新业态，促进养生经济、运动经济、
休闲经济蓬勃兴起，形成“景美村强民富”的局
面，将“美丽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实现村
庄跨越式发展。

“没有乡风文明，就没有乡村振兴。 ”省政
协委员胡彬彬说，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对产业、
生态等“看得见”的地方做了明确要求，更对乡
风文明等“看不见”的地方提出了新要求。 要充
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的礼仪
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重塑乡村文化的现实价值，以乡风文明之
“淳” 滋养乡村振兴之路。

�将“美丽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

� � � � 上图 1月28日， 代表们认真审议省两院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 左图 1月28日， 代表们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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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2017年，1030件；2016年，1250件；2015年，
1356件。

这3组数字是过去3年来，省人大代表在当年
省人大会议期间提交的建议数量。

省人大代表建议重点关注的内容是哪些？
这些建议是如何产生的？ 建议立案交办需要经
过哪些程序？ 建议所提问题最后是否都能得到
落实?
� � � � 1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设在大华宾馆6楼的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议案建议组进行
采访，十几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埋头工作。

记者从工作人员处获悉，截至16时，共收到本
届代表提交的建议972件。 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更
新。近两天来，平均每天收到的代表建议都在200件
以上。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议关注的内容大致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吁加快区域发展，补足基础
设施建设短板，一类是呼吁解决教育、医疗、养老、
就业等民生短板。

省人大代表奉吻香这次一共带来7件建议。1
月28日下午，她告诉记者，有5件建议已经委托邵
阳市代表团议案建议组工作人员提交， 还有2件
正在修改完善中。

1987年出生的奉吻香是一位年轻的“老代
表”，已连任3届。 她几乎每年都会向大会提交建
议4到6件，内容以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为主。

2016年，奉吻香在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提交的第1951号《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12年
免费教育的建议》， 经省人大常委会审定成为当
年6件重点处理建议之一。 这份建议直接推动有
关部门出台政策，为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
高中学生免除学杂费。 对于建议的办理结果，奉

吻香表示十分满意。
这样一条惠及万千家庭的好建议是如何产

生的？
奉吻香说，她所提的建议大部分都来自于当

地老百姓向她反映的民生问题。 在邵阳隆回县，
像她这样的人大代表，个人信息全部公开。 老百
姓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也可以到设在县城的
代表联络室找她当面沟通。

比如去年奉吻香连续接到多位群众反映重
度残疾人生活困难的问题，经过详细地走访了解
之后，她形成了一份建议，呼吁解决因残致贫群
体的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问题。

这份建议，由邵阳市代表团议案建议组初步
审核之后，将通过省人大代表建议及履职平台在
线提交。

1月28日21时，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
处议案建议组仍然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在加班
加点处理代表建议。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代表建议的接收、审查、
交办，都可以通过在线平台操作。 交办之后的办
理和答复的情况，代表也可以通过平台查询。

过去，“代表建议”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略显
神秘。随着今年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公开平台的开
通，公众扫码即可查看建议内容和办理情况，“代
表建议”与老百姓之间真正实现零距离。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刘沙）“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 创建3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完成3000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治理，让
农村好山好水转化成农民的‘聚宝
盆’。 ”1月28日，郴州市农委主任李建
军说， 这是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举措， 是推动农村发展一项重大
利好。

李建军介绍， 为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2016年7月，郴州市出台《开
展洁净乡村四年行动 (2016-2019年)
的指导意见》， 重点开展农村垃圾治
理、“厕所革命”、 规范农村建房3大整
治行动，力争用4年时间实现农村卫生
保洁、环卫设施、卫生厕所、建房管理
全覆盖。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该市共投
入7.23亿元， 建设乡镇垃圾中转站45
个、村级垃圾集中收集点8761个，添置
垃圾清运车248台、 垃圾箱21万多个，
聘请乡村保洁人员1.7万多名，清运垃

圾35万多吨。目前，全市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87.06%。 永兴县被列为全国
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示范县。

同时，郴州市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目前，该市已创建中国美丽乡村
百佳范例1个、 省美丽乡村示范村43
个、市美丽乡镇14个、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211个。 2017年4月，该市被评为“中
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地区”。

今年， 郴州将重点开展农村垃圾
治理、“厕所革命”、 规范农村建房3大
整治行动，新建、改扩建公厕500座以
上，改建农村户厕3万户以上；新增洁
净乡村示范村50个； 让80%的行政村
实现卫生保洁、环卫设施、卫生厕所、
建房管理全覆盖，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率达95%以上。 同时，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提质、扩面、连片，加快建成布局美、
产业美、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五
美”乡村。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大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在全省国
资国企系统引发热议与反响。记者27日
从省国资委获悉，今年我省将进一步深
化国企改革，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省属监管企业
将整合至24户左右。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介绍， 全省
国资系统将以振兴实体经济为方向，
做到主业归核、 资产归集、 产业归
位， 打造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一
批基础设施投资运营集团、 一批实体
产业集团公司， 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
到基础性、 平台性、 引领性等重要行
业以及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行
业。 今年省属监管企业将从29户整
合至24户左右， 在所有产业集团都
有1个科研院所、 所有重点板块都有
1家上市公司、 所有监管企业的主业
均不超过3个。 到“十三五” 末， 力
争1至2户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6至8
户企业进入中国500强。

围绕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8年全省各级国资委将按照党的
十九大要求， 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监管职
能， 创新监管方式， 增强监督合力，
完善权责清晰、 管理科学、 规范有序
的国资监管机制， 构建全面覆盖、 分
工明确、 协同配合、 制约有力的国资
监督体系，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国企混合所
有制改革， 我省将继续稳妥推进， 按
照“成熟一户， 批复一户” 的原则，
推进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 省国资委在完成第一批5户企业
员工持股试点的基础上， 再启动第二
批5户左右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
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 按照省
委省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年“五个
100” 的要求， 在省属监管企业中实
施10个以上重大产业项目、 10个以
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10个以上重
大产品创新项目， 引进一批科技创新
人才， 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国有企业转
型升级。

代表建议是怎样“炼”成的

朱永华
“让农村好山好水转化成农民

的‘聚宝盆’”“引导市民下乡、能人
回乡、 企业兴乡”“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今年
许达哲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
很大篇幅来谈如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没有乡村的振兴， 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这不仅在于乡村地
广人多， 更因为乡村是我们的根和
本。千百年来，乡村哺育滋养着湖湘
儿女，沉淀出悠久深远的农耕文明；
追溯三代， 我们几乎每个人的身世
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乡村的
未来寄托着太多的希冀。

相比城市40年来的快速发展，
长期处于二元结构下的乡村， 不仅
发展速度慢， 更关键的是发展后劲
不足。 步入新时代，当我们回望这片
土地时，更加真切地感到：乡村亟待
振兴， 必须让它跟上时代发展的脚
步。

振兴乡村，亏欠的要补上。 乡
村弱 ， 首先弱在没有支撑乡村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 。 新时代为新型
现代农业产业打开了希望之门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 我省将重点
打造10个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
区，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 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
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 积极
发展林下经济 和 休 闲 农 业 、 森
林 康 养 、 乡 村 旅 游 ……沿着这

样的工作思路走下去，传统农村将
可望实现华丽转身的嬗变。

振兴乡村，需要由表及里的升
级。 乡村的根本在于山水田园。 政
府工作报告对未来的美丽宜居乡
村有着具体擘画———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对
农村建房的规划和管理，推进村容
村貌整治全覆盖，加强农村生活垃
圾污染整治，农户厕所污水处理或
资源化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以
上；加强景边、山边、水边生态环境
修复以及城边、 路边环境治理，创
建 3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 完成
3000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治理。

振兴乡村，美好的要传承。 振
兴乡村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对
城镇的简单照搬。 农耕文明是我国
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 ，走
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可以说给过
去被弃之唯恐不及的农耕文明正
了名。 新时代弘扬农耕文化，拓展
农业多功能，不仅是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美丽乡
村的具体行动。 也就是说，在乡村
实现振兴的过程中，应该留住传统
中那种乡土的味道：不仅是美丽田
园 ，还有独特的村容村貌 、淳朴的
民风民俗、质朴美好的人际关系。

当然 ，留住乡土的味道 ，并不
是沉醉于追忆和复古，而是期待乡
村既踏上新时代的节奏，也保留住
乡恋与乡愁。

两会时评

振兴乡村 留住乡土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郴州创建一批美丽乡村

两会观察 乡村振兴正当时
———代表委员热议乡村振兴战略

会外连线

国企国资改革今年“好戏连台”
省属监管企业整合至24户左右， 稳妥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张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让农村好山好水转化为农民的‘聚宝盆’”……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务实部署，引
发了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和期待。 大家一致认为，
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重在激活三农发展
新动能，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塑城乡关
系，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 � � � 代表委员们认为，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

在省政协委员曾之明看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让产业发
挥支撑作用，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优化调整农
业结构。 以“绿色生态”为核心，坚持“宜粮则
粮、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宜旅则旅”的原则，着
力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基
地。 二是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设立农业品牌建
设专项资金，打造一批具有湖南特色的“中国
名牌”“驰名商标”“著名商标”。 三是着力发展
“四新”经济。 积极引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重点扶持精
深加工项目；推进“互联网+农业”发展。

3年前，90后省人大代表杨书林回到家乡
平江县安定镇横冲村创业， 以大学生众筹、村
集体参股的形式成立了一家生态农业公司，带
领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 令她苦恼的是，创业
难，在农村创业更难。“资金周转困难，金融贷
款额度小，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公共基
础设施等方面与城市相去甚远，很多创业小伙

伴 最 终 留 不 下
来。 ” 杨书林呼
吁，从政策、资金
等层面进一步加大对青年返乡创业的扶助力
度，推动资本下乡、企业下乡、人才下乡，让青
年创客在乡村振兴中真正找到自己的价值。

“要为农村产业发展插上‘互联网翅膀’。 ”
省人大代表何俊峰与省政协委员张佐姣不约
而同地认为，将最传统的农业与最现代的互联
网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能量将超出很多人想
象。 何俊峰建议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为
农业生产环境监测、市场开拓、物流管理等提
供精准服务。 张佐姣则提出，积极发展农村电
商，加快培养农村电商人才，帮助更多优质农
产品走向城市、走向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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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这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图景，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省人大代表余雄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切中了当前
乡村发展的要害，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 改革
开放以来，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城市
相比，差距不小。特别是村庄建设缺乏规划引领，村民
建房无规无序、想建哪里就建哪里，想怎么建就怎么
建，有的有新房没新村，有的有新村没新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
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规划先行，谋定
而动。 ”余雄认为，要按照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以乡
镇为基本单元，下大力气编制乡村总体规划和产业
发展、村庄建设、公共服务等专项规划，整体谋划城
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形成乡村振兴
的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实现乡村联动、多规合一、
统筹推进。

来自岳阳的张世愚代表与余雄的观点不谋而
合。 他谈到，我省有1913个乡镇级机构、近3万个行
政村。“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不同地方乡村的
风俗、生态、面貌等差异较大，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必须把握不同乡村变迁的
发展趋势，注重地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顺应村情
民意，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做到一
乡一规划、一村一规划，提高村民对规划的认同感
和可操作性。

省人大代表李国武建议尽快出台《湖南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 成立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领导小组，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来抓落实，做到全省“一盘棋”，一张蓝图干到底。

“要杜绝刮风搞运动， 杜绝打着乡村振兴的幌子不
干乡村振兴的事，更要注重品质发展，切忌粗制滥
造，盲目发展和低层次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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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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