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同期声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观点】
完善政策体系， 鼓励自主品牌汽车自主创

新，迈向高品质发展。
【背景】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但目前国

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相对不足，
国际竞争力不强。 占国内市场份额的40%，利润
却不到5%， 原因正是自主品牌汽车缺乏核心技
术、产品附加值不高。

此外， 我国乘用车分类按照国家标准划为

轿车和其他乘用车（包括SUV)，轿车生产企业一
般不能跨类生产其他乘用车， 这也导致自主品
牌汽车生产企业失去很多发展机会。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新建议，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制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配套和资金支
持相关政策，鼓励自主品牌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

创新开发。 推行和细化政府采购优先自主品牌汽
车的政策， 鼓励和倡导民众选购自主品牌汽车。
加大自主品牌汽车技术标准、性能标准、售后服
务等权重，促进自主品牌汽车实现优化升级。 放
宽汽车产品开发生产的跨类限制，以减少企业因
政策限制而带来的成本，推动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加快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新———

鼓励自主创新，让中国汽车迈向高品质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观点】
当前，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农业科技研究与创新在很
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要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背景】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研究与创新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如研究与创新的高度不够，同质化研究
多，研究项目虽有支持但资金分散，撒胡椒面的

多，不能形成合力，对成果奖励不够，积极性不
高，政策不灵活，创新带动创业有难度等。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彭际淼建议，成立国家农业攻

坚重大实验室，组织顶尖专家、团队开展基础研
究，特别是针对未来农业科技攻关的关键走向与

课题做深入研究。 加大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的投入， 加大对地方农业科技研究与应用的投
入。 加大对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的奖励力度，吸
引更多的人搞创新。 积极鼓励农业科技人员离岗
创新创业，创办各种农业经营实体和开展技术创
新与服务。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彭际淼———

加大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

镜采全国两会

� � � � 3月15日， 是本次大会安排
的代表休息日，第一次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的胡春莲、邹彬、苗振
林、朱登云、杨尚真和戴立忠（从
右至左）休息不忘履职，利用中
餐前的半个小时，一起讨论监察
法草案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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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纵深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要求，勾勒出新
时代新“三农”的美好图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2018年工作
重点赫然在列。

对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农业大省湖南而
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尤其重大。 既关系
到农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又直接影响农村人口
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收入增加， 还决定着美丽乡
村建设的新跨越。

全国两会期间，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住湘全
国政协委员们结合湖南实际， 围绕“让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畅谈看法、提出建
议。

振兴乡村，培育新型农民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 常德市临澧县四新岗镇白

云村农民沈昌健， 在湖南湖北两省调研了10个
乡镇后， 发现青壮年农民流失是制约农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本该是农业发展生力军的人，却
都纷纷选择了外出务工”。

“能外出去挣钱， 恰恰说明他们都是有闯
劲、有想法的。 ”通过和青年农民的交流，沈昌健
发现，如果从事农业的收益不比务工低，这些人
更愿意留在农村，关键是缺路子、缺技术，“应该
通过培训引导，让他们成为懂政策、懂技术、懂
市场的新时代新型农民。 此外，应该发挥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让他们成为‘职业
农民’。 ”

“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 ”3年村官当
下来，让“90后”小伙向伟艺有了独到的思考。 这
位担任张家界市慈利县零溪镇象鼻嘴村党总支
副书记的全国人大代表跟我们聊起了村民的故
事。“前些年，慈利县和阿里巴巴合作发展农村
电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村里一位姓朱的
村民平时就喜欢研究互联网， 抓住机会开起了
网店， 不仅帮村民从互联网上淘来价格实惠的

商品， 也帮着大家把优质的农产品挂到网上销
了出去。 ”

“老朱还给大家传授互联网知识，在他带动
下，许多村民都学会了到网上搜索知识信息，寻
找农产品销路。 ”向伟艺认为，农村并不缺乏像
老朱这样自学成才、有独到长处的“新型农民”，
这些人才发挥作用了， 就能带动村民的生产生
活发生大的改变， 而好的政策机遇则是他们发
光发热的“助燃剂”。

融合发展， 才能保证内生动力
源源不绝

曾获评“全国十佳农民”的全国人大代表、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乡河伯潭村村委会主任
杨莉，就是一位典型的新型农民，不仅带领村民
种植黄栀子， 还创办了农业实验室和黄栀子加
工企业，吸收了不少村民成为“产业工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杨莉认为，
要提升农业的产值和效益， 一方面要“因地制
宜、搞出特色”，另一方面“必须与科技创新紧密
融合”。 她进一步建议，或许并不是每个村都有
条件搞研发、办企业，这就需要科研机构、实力
企业更多地发挥作用，参与到农业发展中去。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牛
角山村，融合发展有了另一种注解。 在村里任党
总支书记的全国人大代表龙献文介绍，这些年，
村里利用高海拔丘陵的良好生态优势， 搞起了

“茶旅结合”，就是将茶叶种植、茶叶加工和乡村
休闲旅游融合起来发展。“茶叶畅销国内外，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村里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也
一应俱全，从贫困村变成人均年收入达到13618
元的‘万元村’。 ”

“比起单纯发展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能够更大限度地带来综合效益。 ” 龙献文
说，乡村旅游也带动了基础设施的改善，更促进
了村民自觉地保护、爱护一方青山绿水，形成了
产业兴旺促进村容村貌、 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
循环。

湖南是农业大省，振兴乡村大有可为。 全国

政协委员、 省供销合作总社巡视员李云才说：
“要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逐步形成湖南农业农
村的特色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逐个抓落
实，在巩固粮食、养殖业优势的同时，蔬菜、水
果、茶叶、油茶、乡村旅游等都可成为湖南重要
的特色产业。 ”

补齐短板 ， 让农村各项事业
“全面开花”

全国人大代表，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雷冬竹在基层走访中发现，许多农
村产业搞上去了，收入提高了，但村民保健始终
是短板一块。 一次，在一个村义务体检时，雷冬
竹发现， 一个45岁农民朋友血压的收缩压高于
200毫米汞柱。“村卫生室不是没有体检，也发现
了他有血压高，但任由这个‘危险指标’静静躺
在他的健康档案里， 没有任何干预和保健提
醒。 ”

“乡村振兴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精神
文明建设、 社会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水平都提
出了更高要求。” 雷冬竹呼吁， 乡村振兴和

“健康中国” 建设应紧密结合起来， 既要关注
农民的衣食住行， 更要关注他们的疾病预防和
卫生保健。

“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仍然存在。 ”全国人
大代表，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江东大笋
坪村农民、 靖隆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登云
坦言，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力
度越来越大，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农村基本的通
组路、自来水、农网改造仍未完成。 她认为各地
应该梳理清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足的村，明
确任务和工作时限进行“整村推进”。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需要弘扬传统美德，也要摒弃一些守旧、不良的
习俗。 ”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杨君武认为， 应该大力发挥本土乡
贤作用，重构乡土社会的文化依托、延续农耕文
明、涵育文明乡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乡村振兴会有时
代表委员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档案】
彭祁：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娄

底市艺术馆戏剧专干。
【故事】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

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上世纪七
十年代， 湖南长沙出土唐代铜官窑瓷
器。 题写在瓷器上的这首诗， 是彭祁
的最爱， “时间流逝的无力感， 总提
醒我珍惜每一天， 多做有意义的事。”

1990年， 彭祁毕业于湖南省艺
术学校， 后分配到娄底市花鼓戏剧团
工作， 10年前调入娄底市艺术馆工
作至今。

作为艺术专干， 近年来， 彭祁积
极响应“文化惠民” 的号召， 组织开
办了合唱、 戏曲、 古典声韵等多种形
式的艺术培训班， 并到福利院、 敬老
院与社区， 组织老百姓开展广场舞、
花鼓戏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

一个月前， 88岁的老艺术家巫
漪丽在 《经典咏流传》 的舞台上钢琴
演奏一曲 《梁祝》， 让彭祁感动得泪
流满面。

“当一双苍老的手按下琴键， 世
界立刻安静了。” 彭祁说， 在这首洋
溢着生命华彩的经典里， 每个人都能
永享芳华， “用流行的音符唤醒经典
诗词的生命力， 让经典具有新时代属
性， 这是艺术的魅力。 优秀传统文化
是精神的故乡， 知传统而后知传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为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
粮。

“精神食粮” 4个字让彭祁这位
来自基层的新代表感慨颇深，“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和时代精神， 为文艺工作者创作艺术
精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沃土。 文艺工
作者要坚持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跳
出思维的‘框’， 架好情感的‘桥’，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老百姓的故事，
无愧于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在彭祁看来， 老百姓的幸福感，
离不开文化获得感。

“现在， 很多乡镇都已经建设了
基层文化站。 但‘硬件’ 到位了，
‘软件’ 却比较缺乏， 基层文化站没
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彭祁说，
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基层当中， 播撒
到百姓心中， 需要配套措施跟上来。

【感怀】
物质食粮用以饱腹， 精神食粮用

以慰心。 文艺工作者需要创新理念，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在情感
上打动人感染人。 建议加大对乡镇文
化站的扶持力度 ， 留住基层文化人
才 ， 让基层百姓共享文化发展的成
果。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将文化的种子
播撒到百姓心中

� � � �彭祁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档案】
龙晓华： 全国人大代表，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 州人民政
府州长。

【故事】
“湘西过去是一个穷得令人揪

心，又美得令人心疼的地方。” 作为一
名土生土长的湘西人， 龙晓华代表谈
起这块土地， 深情满怀。

如何让这“美得心疼” 的地方不
再“穷得揪心”？ 龙晓华说， 自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以来， 自治州
把握住“精准扶贫” 这一千年难逢的
历史机遇， 在省委、 省政府正确领导
下， 从州到县到乡到村， 始终盯着
“精准” 二字， 下足功夫， 做足文章。

“这几年是我们湘西老百姓幸福
感和获得感最多的时期， 精准扶贫首
倡地十八洞村的变迁， 就是一个缩
影。” 龙晓华说。

十八洞村地处高山， 缺田少地，
交通不便。 没有地， 怎么发展产业？
经过研究， 十八洞村搞起了“飞地经
济”。 政府牵线搭桥， 十八洞村在土
地资源丰富的地方流转1000亩地，
搞起了猕猴桃种植。 以“公司+农
户” 的形式， 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

理。 2017年， 1000亩猕猴桃首次结
出了甜美的果实， 远销到了香港和澳
门。

十八洞村还办起了山泉水厂， 搞
起了苗绣合作社， 发展了养蜂专业
户， 带动留守妇女、 老人在家门口致
富。 十八洞村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
1668元， 增长到了2017年的10180
元。 许多单身汉脱了单， 过上了幸福
生活。

龙晓华说， 自治州田少地少， 如
果搞规模化生产， 不符合实际。 必须
利用微生物发酵带、 土壤富硒带、 植
物群落间亚麻酸带的优势， 走有机、
富硒、 高端的农业发展路子。

2017年“港洽周” 期间， 龙晓
华了解到， 境内供应港澳的蔬菜都由
一家叫做澳门君天集团的公司统一采
购。 龙晓华邀请该公司董事长叶惊涛
到湘西来看一看。半个月后，叶惊涛带
了一个团队过来，考察了一圈，越看越
有劲，直呼“太美了，生态太好了”，并
表示：“一定要把这么好吃的菜送到香
港、澳门人的餐桌上去。 ”通过双方的
努力，合作很快落地。双方还计划进一
步开展深度合作， 建设现代农业综合
体，带动自治州精准脱贫。

去年， 自治州的椪柑还卖到了俄
罗斯、 加拿大， 韩国的泡菜用上了湘
西辣椒， 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大
受欢迎。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龙晓华带
来的几份建议都与“精准脱贫” 有
关， 她呼吁国家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 进一步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等方面的支持
力度。

龙晓华说， 希望不久的将来， 美
丽和富饶并存的湘西， 只让人心动，
不让人心疼。

【感怀】
为了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未

来5年， 自治州要把脱贫攻坚与产业
发展、 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和作风建
设融合起来抓， 激发内生动力， 不仅
要眼前脱贫， 更要长富久富。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让“美得心疼”的湘西
不再“穷得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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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