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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沙兆华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压舱石’。”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没有美
丽乡村留住的美丽乡愁， 高质量发展就
是一句空话。”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 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连日来，
围绕这一话题， 代表委员展开了热议。
大家认为， 推进乡村振兴既是补齐高质
量发展短板的战略举措， 也是拓展高质
量发展空间的机遇所在， 要推动高质量
产业发展， 打造高质量乡村环境， 创造
高质量农村生活， 让乡村跟上现代化建
设步伐， 绘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画
卷。

推动高质量产业发展，打造
乡村振兴强劲引擎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所在，
离开高质量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就会成
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一个小辣椒， 撬动大产业。” 来
自衡东县的徐志毅代表聊起衡东发展黄
贡椒等特色农业的故事， 一下子打开了
话匣子。 在被誉为“中国黄椒第一乡”
的衡东县三樟镇， 成立了20多家黄贡椒
种植合作社， 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 年
产量达8000多吨。 当地还利用土菜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黄贡椒特色产业小
镇。 一碗肉厚味脆的黄贡椒， 荣获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称号， 也成为村民发家
致富的“黄金椒”。 目前， 衡东黄贡椒
产业总产值达5亿元， 惠及农户、 种养
户10万人。 “我们把发展‘一乡一品’

‘一片一品’ 作为乡村振兴、 产业扶贫
的重点工程， 形成了黄贡椒、 湘米、 湘
莲、 油茶、 柑橘等特色优势产业， 走出
了一条产业扶贫发展新路。”

“找准了路子， 农业产业化会爆发
出惊人的速度。” 来自益阳南县的孟祥
胜委员也谈起南县10多年来的产业探
索。 10多年前， 南县就开始养殖小龙
虾， 技术成熟， 但分散在各地， 没有形
成气候。 省里提出“一县一特” “一片
一特” 的思路后， 南县豁然开朗， 引进
全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全县推广

“稻虾米” 绿色立体生态化种植养殖模
式， 迅速形成了养、 产、 销一体化的完
整产业链。 2018年， 全县“稻虾米” 种
植养殖面积达到50万亩， 综合产值超过

100亿元。 未来3年， 可创综合产值达
200亿元。 一条特色产业链， 带动4万多
户种植养殖户发家致富， 有力撬动了乡
村振兴， 也为南县经济打开了广阔空
间。

产业“强壮” 了， 乡村就“强壮”
了。 代表委员们认为， 产业兴旺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要立足资源禀赋，
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 科技兴农，
加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农业
特色化、 绿色化、 优质化、 品牌化， 实
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
需平衡的跃升。

培育高质量乡村环境，让
“美丽资源”变“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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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
直观反映。

朱德超代表注意到， 政府工作报告
连续两年关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
去年提出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 今年提出开展“千村美丽、 万村
整洁” 和“同心美丽乡村” 示范创建。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 当前农业和农村
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环境压力， 实现乡村
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强化环境保护机
制， 将绿色发展贯穿现代农业和乡村建
设的所有环节。 保住和提升生态环境，
才能真正实现让农村留住人， 把更多的
城市人吸引到农村去旅游、 创业。”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打开绿水青
山转化成真金白银的通道。” 代表委员
们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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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乡风文明， 就没有乡村振
兴。”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的罗平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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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
梢”， 要健全以村党组织为核心， 村民
委员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 集体经济组
织、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一核多元”
村级治理架构， 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培育文明乡风、 良

好家风、 淳朴民风， 让美丽乡村成为令
人向往的温馨家园。

深化农村改革， 激活乡村
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实现乡村振兴， 深化改革是关键一
招。

一块闲置土地， 以前每亩年均租金
仅45元， 通过土地“建设权证” 改革，
土地入市、 农民入股， 每亩地年均可获
得8000元分红， 收益增加了177倍。 这
个真实的故事， 就发生在浏阳永安镇。

来自浏阳的吴新伟代表说， 浏阳作
为湖南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农村土地改革
试点区， 近年来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三项试点， 出台了推进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的17项制度， 探索出一条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的“浏阳路径”。 浏阳先后
盘活土地资源9300余亩， 整合涉农资金
4650万元， 农房抵押改革发放贷款达
19.7亿元。 通过改革， 农村土地资源被
有效激活、 土地身价水涨船高， 农民有
了更多获得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寻求农业农
村发展新的增长点， 必须依靠改革激发
内生动力。” 孟祥胜委员介绍， 南县通
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让农村资源
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农
村大变了模样。 他特别提到， 现代农业
对金融资源的依赖性很强， 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必须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改革，
让农民和农业产业投资者不为“钱” 所
困。 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
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 使农业农村成为
投资的“风口”。

事靠人做， 业由人兴。 实现乡村高
质量发展， 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龙
四清代表谈道， 在我省农村尤其是贫困
地区， “缺人” 现象普遍存在， 尤其缺
少懂三农、 懂市场、 懂管理且能扎根农
村干事创业的适用型人才。 她建议， 深
入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 通过
互联网远程教育等方式， 让农民在家门
口就能接受教育， 在短期内实现低成
本、 高效率的教育普及和农民素质提
升， 为乡村振兴打造一支“永不撤退”
的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乡土人才
队伍。 同时， 加快人才回流， 吸引外出
务工的青年农民返乡创业。 打通城乡间
人才双向流动的通道， 畅通智力、 技
术、 管理下乡的通道， 为乡村振兴、 农
业发展聚集更多高质量要素。

议政堂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我们公安民警的新年愿望是，陪伴家人的时
间多一点，危险和伤痛离我们远一点，牺牲和离别
少一点，惠警暖警的政策落实快一点……”1月27
日下午，永州市代表团审查政府工作报告现场，身
着一身警服的省人大代表周巧云呼吁： 给基层民
警更多关爱。

去年10月13日7时许， 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
分局刑侦大队在广东执行抓捕任务后发生交通事
故，民警唐志强不幸因公牺牲，年仅27岁。

和平年代，公安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
队伍。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公安系统共有593名
民警壮烈牺牲，1.4万人因公受伤，75人荣获全国

公安一级英模和二级英模称号。
“警力严重不足，与日益严重的治安形势矛盾

凸显，成为制约公安工作发展的一大瓶颈。我们以
健康甚至生命在奉献，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周巧
云说。

为此，周巧云建议，建立公安民警编制与经济
社会发展、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科学增长机制，从而
确保基层公安警力逐步增加、有效更新。

周巧云还提了一个建议， 旅游景区免费向公
安民警开放。她说，旅游对公安民警来说是一种奢
望，作为一名基层民警，工作的常态是“白加黑、五
加二”，没有休息日。目前，全国有19个省份对公安
民警免费开放300多个景点， 湖南还没有落实这
项免费政策。 希望这项政策能尽快在我省实施。

周巧云代表：

给基层民警更多关爱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建议加强对特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服务。”1
月27日， 长期从事心理健康和教育工作的省政协
委员魏玛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心理健康问题值
得重视。 消防救援人员、孕产妇和小学老师，这三
类群体因为岗位和身份的特殊性， 他们的心理健
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

去年3月到9月，魏玛丽针对这三种特定人群
展开了调研，发现这三类人群都是心理压力大、心
理健康指数相对较低的群体。

魏玛丽解释说，对消防救援人员而言，他们的
心理健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关注， 将会很大程度
影响他们的职业认同和工作效能； 小学老师带着
心理问题坚守在岗位， 也不利于健康师生关系的

构建；孕产妇心理压力和焦虑处理得不好，则会对
孕产妇、对婴儿、对家庭，乃至对社会产生很大影
响。

“针对这些特定群体，应当定期开展团体心理
辅导和一对一咨询。 ”魏玛丽建议，可以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 将这些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服
务交给有资质的心理咨询机构。同时，也可以在各
社区医院设立心理科室， 定期组织特定群体进行
心理体检。

“可以用宣传标语或公益广告的方式，加大宣
传力度， 增强社会各界对特定人群心理健康的关
注度。 ”魏玛丽说，这些特定群体的所属单位或相
关机构，如消防救援队伍、学校等应当加大心理知
识的普及与宣传，增强他们的自查意识。有条件的
单位或机构，可设立相应的心理服务部，提供及时
的心理帮助。

魏玛丽委员：

加强对特定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刚刚通过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国家对深化产
教融合的重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 ”1月
25日，刘志红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

产教融合是我省深化新旧动能转换， 加速推
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迈进的重要举措。 刘
志红介绍，我省历来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深化
产教融合、助推产业兴湘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比如将职业教育纳入产业规划， 把学校建在开发
区里，全省省级以上园区布局院校145所；把专业
建在产业链上， 职业教育积极对接我省工业领域
11大千亿产业等。

刘志红直言， 我省在推进产教融合方面仍存

在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但产教结合还不够紧
密；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人才供给
数量不断增加， 但供需结构不平衡， 知识型人才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少，企业招工难、用工
荒问题没从根本上缓解等。

如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刘志红建议，实施
产教融合示范学校和企业支持计划， 赋予产教融
合示范学校更多的自主权， 支持学校对接产业行
业需求；持续推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
大实践技能考核比例； 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
积极性，为企业提供资源补充、财税减免、用地保
障等优惠政策； 选聘高技能人才为职业院校兼职
教师，实现教师融合和育人的融合；支持条件好的
长沙、 株洲等市， 申报创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

刘志红代表：

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产业兴湘

湖南日报记者 刘笑雪

“通过统一司法标准、完善司法协调机制，筑
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治防线。 ”1月27
日，省政协委员印仕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
省“醉驾”犯罪案件逐年激增的情况这样“支招”。

印仕柏说， 通过梳理全省2014年至2018年
“醉驾”案件相关数据发现，省内受案数量逐年翻
倍增长、所占全省犯罪比例五年来呈十倍增长，各
地案件存在处理不平衡、地区差异大等问题，同时
过度犯罪化处理给公职人员、 企业和社会人员就
业择业带来严重影响， 造成了新的矛盾和不稳定
因素。

如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让“醉驾”案件的执
法在阳光下运行？“对于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毫克/100毫升的案件一律起诉，导致醉驾类案
件在近几年激增，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 ”印仕柏

建议，由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机关根据《关于
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中“对于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的原则性
规定，制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司法标准。

“严密法网，有效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印仕柏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大查缉力度，加强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 检察机关认定没有
必要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要移送公安机关， 同时
公安司法机关应建立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对“醉
驾”案件的疑难复杂问题进行研判、形成共识。

此外，印仕柏表示，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切
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公开处理标准不可或缺，“一
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不同办案人员在办理‘醉驾’
案件中适用法律存在偏差的问题， 有效避免案件
情节基本相同但处理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 另一
方面能够更大程度确保公正执法、斩断利益链条，
提升司法公信力。 ”

印仕柏委员：

筑牢“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法治防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时代日新月异， 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
时代“活”起来？ 省人大代表柳建新近些年一直在
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传承
人，柳建新建议，通过跨界融合的方式，将非遗文
化元素系统地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既推动非遗走
到百姓身边，也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

柳建新介绍， 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
彩，其中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18个，省级非遗项目
324个， 这些都承载着湖南深厚的地域文化和传
统文化特征。然而，目前大部分非遗项目的传承都
存在困难，和普罗大众的生活渐行渐远。

在柳建新看来， 非遗项目走出博物馆、 收藏

室，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以艺术化的形式进入人
们生活， 可以更加让百姓了解和喜欢非物质文化
遗产。 同时，利用非遗这样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与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艺术的规划设计进行
结合，将打造出独特的城市文化旅游形象，可有效
避免“千城一面”。

柳建新建议， 把非遗元素纳入城市规划管理
中，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指导下，整合城市公共艺
术设计专家团队与非遗项目实践者、研究者，进行
挖掘、研究及跨界融合设计，将我省非遗文化元素
系统地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非遗传承保护、城
市形象提升、城市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多赢”。
通过跨界融合，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
和创造性发展。

柳建新代表：

把非遗元素融入公共空间

两会观察

让乡村跟上现代化步伐
———代表委员热议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 � � �右图： 1月28日上午，
刘伟志代表在张家界市代
表团分组讨论时就加大减
费降税的力度和加大产业
扶贫的力度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上图： 燕为民委员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