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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年
之计在于春，在全省今年春耕备耕的重要时
期，我们采访了湖南省农业厅厅长田家贵。

历史性的大丰收
说起粮食生产， 田家贵打开了话匣子，

讲起来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2011 年，是我省粮食生产很不平凡的

一年。我们遭遇了严重的春夏连旱等自然灾
害，农业生产面临着人工、物资成本上涨等
困难，在超乎寻常的困难和压力面前，全省
粮食生产仍然获得了历史性的大丰收，总产
比 2010 年增加 18.4 亿斤， 是近年来增幅最
大的一年。 ”田家贵说。

“去年，我省是全国唯一的早稻和双季
稻面积双增加的省份，成为了南方发展双季
稻的典型。 回良玉副总理、农业部韩长赋部
长高度肯定湖南的粮食生产，韩部长说‘全
国粮食生产北有黑龙江，南有湖南’，并多次
推介湖南的经验和做法。 ”

面对过去一年我省粮食来之不易的丰
产，田家贵颇感欣慰。 这些成绩，金灿灿，沉
甸甸，在记者脑中展现出了一幅遍地稻菽金
黄、粮谷满仓的丰收景象。

艰苦卓绝的努力
田家贵说，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

委省政府重视支持和全省各级各部门的艰
苦努力。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攻坚克难，务实进
取，夺取了农业的全面丰收，实现了 “十二
五”农业的良好开局。

其一，行政推动力度空前。周强书记、守
盛省长等领导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亲自研究
部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守盛省长强调“粮
食生产是丝毫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 省政
府对市州政府考核分值达 20 分。 农业厅召
开党组会或专题会研究粮食生产 30 多次，
全省召开粮食生产、控制直播、恢复双季稻
生产、集中育秧、良种直销、玉米生产等工作
会议 16 次。建立了厅领导联系市州责任制，
14 位厅领导和 30 多个厅属单位都明确了

责任田。同时，各级层层落实责任，强化督促
考核，涌现了一大批书记、市县长亲自抓部
署、抓督查、抓办点示范的典型。

其二，扩面挖潜不遗余力。100 万亩扩双
任务年初分解到了各市县，全省双季稻实收
面积比去年增加 156 万亩。 严厉制止耕地抛
荒，抓好零星抛荒耕地流转承包。 积极发展
旱粮生产，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玉米生产工作
会议，计划每年增加玉米面积 30 万亩以上。

其三，措施服务全面加强。 在 74 个县
市区创建粮食万亩高产示范片 198 个 ，创
建规模比上年扩大 40%， 平均增产 10%以
上。 在 59 个县集中育秧 18.8 万亩，可抛插
大田 398 万亩，减少早稻直播 50%以上，单
产增加 15 公斤以上。 新增插秧机 2697 台
套，机插面积增长 53%。 范围进一步扩大。
此外，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得到全面加强，农
业厅开展了良种直销试点， 组织了下乡促
春耕等支农助农活动，专业化统防统治、测
土配方施肥、 机插机耕机收等服务广泛开
展。

其四，产业开发加速推进。 加快实施做
优做强湘米工程， 去年省财政新增 3000 万
元支持优质稻标准化基地建设， 重点在 43
个县建设高档优质稻生产基地 600 万亩，颁
布实施了《湘米》标准，安排 500 万元支持企
业技术改造。 通过几年努力，把我省由稻米
产量第一省打造成为加工第一省、产业第一
省。同时，大力扶持发展粮食规模生产，全省
承租耕地 3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超过 10 万
户。

田家贵说 ，正是由于政策好 、人努力 ，
湖南粮食生产才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再攀新高峰
“今年的粮食生产 ，要实现‘双增三提

高’”。田家贵告诉记者，“双增”，就是水稻和
旱粮面积的双增加，实现全年粮食总产 600
亿斤以上。 “三提高”，就是提高单产水平，提
高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为抓好这些工作，去年 10 月，我们就
研究出台了今年粮食生产的意见； 去年 12
月 19 日 ，我们召开了全省近年最早 、也是
全国各省市中最早的农业工作会议， 对粮
食生产等工作进行了及早安排。 ”

“今年，全省重点部署推广集中育秧、合
理密植、安全齐穗等三项关键技术。 特别是
集中育秧，去年试点取得了很好成效，今年
将作为全省水稻生产的突破性举措来抓，守
盛省长明确表示要给予全力支持，省里将拿
出 1 个多亿的资金， 集中育秧突破 500 万
亩，减少直播 200 万亩以上，带动扩大双季
稻面积 100 万亩以上。 农业部高度肯定湖南
的这项工作，今年 4 月份有望在湖南召开全
国的现场工作会。 ”

“同时 ，我们的各项工作 ，都突出一个
‘实’字，包括压单扩双、旱粮生产 、集中育
秧、高产创建、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工
作，我们都实打实地将目标任务落实到了市
县。 ”

“力争在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
下，全省粮食总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实现稳
步增长，为全国粮食战略安全及‘九连增’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田家贵对今年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充满信心！

粮食生产关系到国计民生。 为进一步加大
政策支持、 行政推动、 产业开发和科技支撑力
度，全力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势头，现就做
好 2012 年粮食生产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落实生产责任，进一步加大行政推
动力度。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工作，确保全省 2012 年粮食种植面积 7900
万亩以上，力争总产超过 600 亿斤。 各级政府主
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层层落实责任制。 要进一步
完善粮食生产考核奖惩机制， 将粮食生产情况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
参考；加强对耕地利用的监控，对 “压单扩双”、
遏制抛荒、 控制直播等工作落实不力以及耕地
常年成片抛荒的， 要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 要建立粮食生产工作行政首长报告制
度， 及时掌握各地各部门粮食生产工作进展情
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要加强督促检查，严
格执行奖惩措施，确保粮食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二、深入挖掘生产潜力，稳步扩大粮食种植
面积。 双季稻适宜区要继续狠抓“压单扩双”，力
争在 2011 年基础上全省再压减 100 万亩一季
稻，恢复改种双季稻。 坚持区域间协调推进，产
粮大县要继续巩固、扩大生产优势，其他地方也
要全力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粮食总产超过 9 亿
斤的县，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生产总量，力争
进入全国产粮大县行列。 在稳步发展水稻生产
的同时，充分利用未开发的旱地、高岸田、天水
田和矿区渗漏田等，大力发展玉米等旱粮生产，
力争新增玉米种植面积 50 万亩以上。 巩固治理
连片抛荒成果，全力治理零星抛荒，增加粮食种
植面积。

三、改进水稻生产方式，重点突破集中育秧
和机插秧。 水稻集中育秧和机插秧是改进水稻
生产方式的关键举措。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
推广水稻集中育秧和机插秧， 以集中育秧专业
户、合作组织和种粮大户为“龙头”，以水稻直播
区和“压单扩双” 重点区域为主攻点，完善“行
政推动、市场带动、补贴促动”运行机制，扩大集
中育秧和机插秧规模。 省里重点抓好 40 个县
400 万亩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带动全省集中育秧
面积突破 500 万亩。 重点在 60 个县示范推广水
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每个县推广机插秧面积 6
万亩，示范带动全省机插秧面积达到 500 万亩。
扶持发展水稻集中育秧和机插秧专业户、 专业
合作组织等 2000 户（个）以上，力争全省水稻直
播面积减少 150 万亩以上。

四、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积极改善农民购种
用种环境。 各地要加强粮食种质资源开发和新
品种展示示范，推广高产、优质主导品种，提高
主栽品种覆盖率，实现主栽品种优良化。 要着力
抓好杂交稻、超级稻的推广应用，提升粮食单产
水平。 要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良种直销办法，重

点推进企业直销和用户直购， 支持种子企业与
农技人员、合作组织、种粮大户、集中育秧主体
以及广大农民加强对接。 要对水稻、玉米主导品
种和新品种的种子实行最高限价， 切实降低粮
食生产成本。

五、扎实推进湘米产业工程，扩大粮食高产
创建规模。 坚持一手抓优质高产，一手抓产业化
发展，打造粮食产业链条，提升粮食产业整体效
益。 深入实施做优做强湘米产业工程，认真做好
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标准化生产、工
艺改造、品牌创建、市场销售等工作。 加强高档
优质稻、优质饲用玉米新品种选育攻关，选育出
品质好、 抗性强、 产量高的高档优质稻新品种
2—3 个、优质饲用玉米新品种 1—2 个。按照“一
个龙头、一个品种、一片基地”的要求，实行以奖
代投， 抓好 300 万亩标准化高档优质稻订单生
产基地建设；启动实施 50 万亩海拔 500 米左右
的山区基地建设，优化基地布局；加强企业整合
和技术改造，大力发展优质稻米精深加工，着力
培育 10 家稻米加工先进企业、2—3 家标志性骨
干龙头企业，打造“湘米”品牌。 扎实推进粮食高
产创建。 重点抓好 3 个县和 30 个左右乡镇的整
县、整乡整建制双季稻高产创建示范工作，抓好
200 个以上的粮食作物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建
设，力争全省高产创建示范规模突破 800 万亩，
重点抓好集中育秧、合理密植、安全齐穗三项关
键增产技术， 落实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防灾减
灾技术措施，力争粮食单产提高 5%以上。

六、切实加强病虫害防控，深入开展专业化
统防统治。 重点抓好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螟
虫、纹枯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稻曲病、稻瘟
病为主的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 大力发展水稻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力争全省专业化统防
统治服务面积突破 1000 万亩。 重点扶持 100 家
3 万亩以上规模的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增 100 家
专业化服务组织。 选择 57 个县作为病虫专业化
统防统治连片推进示范县，在其中 30 个县开展
整建制的整体推进试点工作。 要确保水稻高产
创建示范片、 无公害绿色大米生产基地病虫专
业化统防统治全覆盖。

七、狠抓耕地质量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
产基础。 严格执行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
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
量有提高。 加快实施新增粮食产能工程，狠抓农
田提质改造， 配套建设适应农机化生产的机耕
道。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大力改造中低产
田，建设一批高产稳产粮田。 深入推进测土配方
施肥普及行动， 在 108 个县整建制推进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 8000 万亩次以上，其中粮食作物覆
盖率达 90%以上。 依法全面开展补充耕地项目
全程监管， 整体推进耕地质量评定工作， 在 31
个县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 积极推广

秸秆还田，恢复扩大冬季绿肥生产。
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粮食生产社会

化服务。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引导
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生产。
重点扶持承包耕地 30 亩以上、200 亩以下的种
粮大户，力争全省新增承包耕地 30 亩以上的种
粮大户 1 万户。 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指导和服务，
避免因盲目扩大规模而造成粗放管理和效益下
降。 坚决制止耕地流转后非农化、非粮化。 积极
扶持发展粮食生产合作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
支持开展育、耕、种、管、收全程技术服务。 实行
农业投入品统一配送、机耕机插机收统一调度、
病虫害防治统一把关等措施， 推进粮食规模生
产和社会化服务。

九、加大粮食生产投入，调动各方面重粮抓
粮的积极性。 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粮食生
产的政策体系， 加大资源统筹使用和优化配置
的力度，完善补贴、贴息、奖励等政策，增强引导
和激励效果。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
国家和省新增对粮食生产投入， 在符合政策要
求的前提下，向产粮大县、粮食生产标兵县和先
进县、种粮大户倾斜。 农业综合开发、大中型灌
区节水改造、小农水补助等项目以及用于教育、
医疗、 文化、 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
资，优先支持产粮大县。 进一步增加粮食发展资
金， 重点支持集中育秧、 优质稻开发和玉米生
产。 各地要加大粮食生产投入，产粮大县奖励资
金要全部用于发展粮食生产。 从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收入中安排一部分用于耕地质量建设。 认
真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惠
农政策，改进补贴方式，严格补贴程序，确保谁
种粮谁得补贴、种多少补多少；农资综合补贴新
增部分要直接用于粮食生产， 重点支持种粮大
户。 落实好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持粮价合
理水平。 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粮食生产基础建设、
种粮大户、 农机大户和粮食加工企业的信贷支
持。 扩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覆盖面，增加财政补
贴险种。

十、切实加强指导和服务，全力确保粮食稳
产增产。 切实加强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提
高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设施装备水平， 提升服务
能力。 创新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动员和组织农技
干部深入生产一线，办好高产示范片，种好高产
展示田，推广先进适用的新品种、新技术。 牢固
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 加强农业气候资源利
用和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预警， 提早做好
抗灾救灾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准备，加强科学防
灾减灾技术研究。 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在全省开
展百万农民、十万种粮大户、万名农技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 加强肥料、农药登记管理，保障农资
供应，强化农资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
资等坑农害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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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11年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的决定

湖南省政府
发展粮食生产的十条措施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名单

宁乡县 醴陵市 湘乡市 衡阳县 汉寿县

湘阴县 华容县 南 县 双峰县 祁阳县

（二）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
袁隆平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尹惠平 湖南省植保植检站
易光辉 湖南省宁乡县农技中心植保站
乔德良 湖南省醴陵市农业局
文志平 湖南省湘乡市农业局
顾新红（女） 湖南省邵东县农业局土肥站
陈胜平（土家族）湖南省永定区农业局
陆中文 湖南省南县农业机械管理局
严梦来 湖南省涟源市农业局
欧君华 湖南省宜章县农业局
唐广心 湖南省道县农业局农技中心
张振华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农业局
彭承界（土家族）湖南省湘西州农业局粮油技术服务站

（三）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袁 虎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湘江村袁泗组
谭国良 湖南省攸县大同桥镇大同村
陈珍朱 湖南省茶陵县马江镇塘富村 6 组
刘 准 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
唐信盈 湖南省武冈市湾头桥镇合龙村 6 组
阳岳球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
赖谅希 湖南省平江县加义镇泗洲村又新组
张昌元 湖南省汉寿县大南湖乡蒋家山村
胡胜祥（回族） 湖南省汉寿县毛家滩乡马涧村
刘进良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利兴村
文湘桃 湖南省桃江县牛田镇三墉湾村
彭丽华（女） 湖南省双峰县沙塘乡黄土坝村塘家组
曾艳飞 湖南省永兴县鲤鱼塘镇垅塘村上板塘组
邓东胜 湖南省祁阳县大忠桥镇罗果村 10 组

（一）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

黄明成 湖南省衡阳县农业局 方继球 湖南省岳阳县农业局

叶新华 湖南省汉寿县农业局

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名单

2011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等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全省“压单扩双”、遏制抛荒、控制直播、
高产创建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粮食
生产再获丰收， 总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
面完成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年粮食生产
目标任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我省经济
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 2011 年粮食生产工作中， 全省涌现
了一大批领导重视、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的
粮食生产先进典型。省人民政府决定对这些
取得突出成绩的市和县市区进行表彰奖励，
授予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株洲市、衡阳
市、 永州市为 “2011 年全省粮食生产先进
市”荣誉称号；冷水滩区、资阳区、道县、衡山
县、东安县、赫山区、湘潭县、岳阳县 、衡南
县、洞口县、长沙县、汨罗市、安仁县、鼎城

区、新宁县、溆浦县、宜章县 、武冈市 、新化
县、 永顺县为 “2011 年全省粮食生产标兵
县”荣誉称号；零陵区、攸县 、辰溪县 、慈利
县、望城县、祁东县、隆回县、永兴县、桃源
县、澧县为“2011 年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
荣誉称号。 对上述先进单位颁发奖牌，并对
每个 2011 年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市、 标兵县
和先进县分别奖励 50 万元、100 万元和 50
万元，以资鼓励。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珍惜荣誉，戒骄
戒躁， 力争 2012 年粮食生产取得更好的成
绩。同时，希望各地向粮食生产先进学习，进
一步重视粮食生产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进
一步遏制抛荒，控制水稻直播，发展双季稻
生产，扩大粮食生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推
动粮食生产持续稳步发展，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权威发布

省农业厅厅长田家贵（左一）在湘阴县仔细查看集中育秧情况。

政府强音

王雪光 资阳区 张家塞乡 三星 天星
杨太平 资阳区 张家塞乡 嫩江 5 组
石贵方 资阳区 茈湖口镇 明朗 7 组
胡建锋 资阳区 新桥河镇 黄甲山 阳家湾
蒋田旺 资兴市 蓼江乡 陈家坪 石角头
刘艳明 株洲县 朱亭镇 黄洲 归益
杨岩祥 中方县 铜湾镇 竹元头 金盆
杨世川 芷江县 土桥乡 麦元 大冲湾
周 勇 岳阳县 新墙镇 周邓 樟树
潘乃良 岳阳县 长湖乡 段潘 2 组
陈大寨 岳阳楼区 康王乡 小乔 陈家
李宗爱 沅陵县 楠木铺乡 黄腊溪 李家坪
何 健 沅江市 阳罗镇镇 梅南 12 组
黄安辉 沅江市 共华镇 和裕 8 组
张良勇 沅江市 泗湖山镇 洞庭红 7 组
姚运泉 雨湖区 响水乡 星砂 巷子
罗 云 攸 县 大同桥镇 大同 大田
孙忠国 攸 县 鸭塘铺乡 洪家洲 平源
易海良 攸 县 皇图岭镇 鹏江 鹏桥
欧伟明 攸 县 酒埠江镇 木璜 乐泉冲
吴华兵 攸 县 新市镇 桐梓 向屋场
王建国 攸 县 大同桥镇 大同 大桥
陈华军 宜章县 一六镇 良种场 2 组
刘仁仙 溆浦县 低庄镇 牌子田 10 组
张英旺 溆浦县 桥江镇 堰塘 3 组
李思亮 新邵县 潭府镇 下潭 5 组
曾吉麟 新化县 洋溪镇 官渡桥 12 组
周 翼 湘阴县 白泥湖乡 园艺场 2 组
田学文 湘乡市 东郊乡 旺兴 1 组
胡孝成 湘潭县 茶恩寺镇 湘衡 黑石头
马金莲 武冈市 稠树塘镇 法新 8 组
周 怀 望城区 丁字镇 翻身垸 大屋
熊 伟 望城区 乔口镇 田心坪 7 组
熊立刚 望城区 新康乡 新河 瓦屋
杨雪华 桃源县 陬市镇 三里铺 杨一
上官占付 桃源县 陬市镇 长乐 9 组
李正坤 桃江县 马迹塘镇 范家园 黄草溪
付新华 桃江县 石牛江镇 九家塅 枧塘坪
王端阳 桃江县 桃花江镇 半稼洲 李子湖
刘凤鸣 桃江县 大栗港镇 德茂园 德茂园
王庚件 双峰县 锁石镇 梽木 老铺
王伍云 邵阳县 谷洲镇 清水 1 组
王国华 邵东县 仙槎桥镇 青龙 3 组
李新宝 祁阳县 肖家村镇 金星 2 组
黄黑生 祁阳县 白水镇 新中 8 组
胡建华 祁东县 金桥镇 金桥 政府院
黄长发 平江县 安定镇 石浆 连塘
向良发 平江县 伍市镇 泗知 8 组
刘求名 宁乡县 偕乐桥镇 偕乐 麦子畲
易细均 宁乡县 东湖塘镇 东湖 大屋湾

曾建华 宁乡县 资福乡 窑里 烟蓬
张名书 南 县 南洲镇 长兴桥 3 组
尹东红 南 县 茅草街镇 大有
杨梅香 龙山县 召市镇 双进 13 组
邹朝晖 浏阳市 北盛镇 百塘 狮雄
刘国斌 浏阳市 龙伏镇 龙伏 边山
杨树清 零陵区 邮亭墟镇 三塘 万口
黎五洲 临湘市 五里牌乡 车坪 车站
谢 磊 临湘市 长塘镇 工农 贺家
李 焱 临湘市 黄盖镇 南湖 14 组
邓孝敬 涟源市 杨市镇 洄水 8 组
黄建明 醴陵市 浦口镇 三铺 星圣
金庆云 醴陵市 东富镇 龙源冲 周家
潘新法 醴陵市 贺家桥镇 水口山 新屋
刘志丹 醴陵市 嘉树乡 新大塘 井塘
张中民 醴陵市 新阳乡 湖潭 匡家圳
贺辉龙 醴陵市 贺家桥镇 贺市 场坪
熊云忠 澧 县 雷公塔镇 三星 9 组
钱典兵 冷水滩区 黄阳司镇 钱家洲 下花
陶方仕 耒阳市 三顺办事处 观前 1 组
何林铮 耒阳市 肥田乡 庙下圩 5 组
李秀峰 蓝山县 竹管寺镇 李子荣 1 组
肖正志 江华县 白芒管镇 伍庵营 1 组
何云全 华容县 东山镇 黄合 8 组
欧香娥 衡阳县 演陂镇 德胜 祖山
郑小华 衡山县 开云 金龙 7 组
阳合平 衡东县 霞流镇 李花 6 组
曹 建 赫山区 泉交河镇 团结 15 组
曾文亮 赫山区 兰溪镇 曾家岭 4 组
黄卫民 赫山区 龙光桥镇 汪家堤 黄花堡
刘国珍 汉寿县 毛家滩乡 东岸 栗树
夏春保 汉寿县 大南湖乡 武竺山 11 组
曾国安 汉寿县 大南湖乡 鸦鹳湖 渔场
王用国 汉寿县 大南湖乡 新过水湖 渔场
王启定 汉寿县 坡头镇 横港 10 组
周顺龙 汩罗市 红花乡 垉塘 19 组
冯正国 汩罗市 范家园镇 金山 15 组
王业华 洞口县 黄桥镇 晒龙 2 组
刘昌清 道 县 寿雁镇 金家寨 3 组
邓新林 大通湖区 南湾湖办事处 办事处
郭元满 大通湖区 金盆镇 格子湖
黄鹏飞 大通湖区 北洲子镇 北胜
易树仁 大通湖区 金盆镇 玉成
朱永铣 慈利县 宜冲桥乡 官庄 车家
徐洪清 常宁市 西岭镇 湾塘 5 组
郭华新 常宁市 宜潭乡 船山 5 组
廖新龙 常宁市 烟洲镇 烟洲 万众
朱综合 长沙县 金井镇 涧山 金月
李红平 安仁县 清溪镇 洪溪 新洲
王乐安 安化县 羊角镇 云灵 中塅

姓 名 市县区 乡 镇 村 名 组 名 姓 名 市县区 乡 镇 村 名 组 名

2011 年全省先进种粮大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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