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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金点子’——2020省政府工
作报告意见建议征集”活动仍在火热进
行。网友们围绕打造“湖南芯”、农产品
精深加工、养老、物业管理等接地气的话
题提出了建议，相关部门一一作出回
答。《湖南日报》继续遴选，编辑刊登。

打造“中国芯”需要更多“湖南芯”

网民李义江：芯片仍然被“卡脖子”，
“中国芯”如何突破重围？湖南人一向敢
为人先，应该在打造“湖南芯”上下更大
功夫。我省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应更加重视
并发挥好大学的首创研发之用。

省科技厅回复：自主可控计算机及
信息安全产业链已列入我省 20 条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重点发展。目前我省多
项重点攻关技术将打破国外垄断或者填
补国内空白，如国防科大研制的自主可
控飞腾系列微处理器芯片（CPU），是目
前国内领先的基于 ARM 平台的 CPU；
其研制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具有国内最
高的安全等级认证资质，已广泛应用于
自主可控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国科微
电子、景嘉微电子分别在 SSD 控制芯片
和GPU芯片具有一定的替代进口能力；
长城银河研制的基于飞腾 CPU 和麒麟

操作系统的系列计算机整机和高端服务
器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已向市场批
量供货。

在2020年的省科技创新计划中，我
厅将重点围绕“卡脖子”和自主可控的问
题征集技术需求，设计好项目申报指南，
积极支持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等高校和省内优势企业承担自主可
控与信息安全的相关项目。

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网民冯电：三湘大地上，有很多优质
农产品，像蜜橘、冰糖橙、小龙虾等。近
年还有一些农产品逐步发展起来，像菜
籽油、黄桃等。但这些农产品囿于销售
渠道不畅，遭遇周期性销售困难。农产
品加工企业就像一个蓄水池，能够把超
市场容量的农产品用合适的价格接下
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建议
更加重视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大做强做
优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省农业农村厅回复：加大对农业企
业的支持力度，我厅政策有：一、继续实
施“百企”培育工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千企帮千村”等进行奖励，重点培育
一批年产值过 100 亿元、50 亿元、10 亿
元的龙头企业；二是拟出台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对油茶、油菜、茶
叶、水果、水产、中药材、南竹等优势特色
产业进行全产业链的资金扶持；三是继
续开展休闲农业示范创建工作，对示范
创建村、示范创建农庄给予资金奖励；四
是加强金融支持，我厅已与建设银行湖
南省分行、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银行为涉农企业
量身定做金融产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五是继续配合财政部门做好省
农业信贷担保各项工作。

设立监管账户，为“老有所依”
提供保障

网民刘同学：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养老
机构与之签订长期合同，老人往往会预缴
大量资金给养老机构。但是，相对养老机
构，老人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单纯依靠市
场，无法保障老人的权益。如之前就出现
过不少非法集资的案例。因此，建议设立
监管账户，为老人提供保障。

省民政厅回复：国家部委在整治养
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方面已有顶层设
计，今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要求“通过销售预付费性质会员卡等
形式进行营销的，按照包容审慎监管原

则，明确限制性条件，采取商业银行第三
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
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做出积极探索，
我省也将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工作，积极做好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风险
排查、监测预警、宣传教育等工作。

建议新增“长沙住房”APP功能

网民黄晶：我省通过了《湖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让人看到了政府加强物业管
理的决心，同时这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重要举措。现在在长沙市推出的“长沙住
房”APP非常好，实现了房产认证、身份认
证等多重认证。在此基础上能否增加业
委会选举、业主投票等功能？如今许多小
区都成立了业委会，只有建好管好了，才
能让老百姓真正买好房、住好房。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回复：《湖南省
物业管理条例》旨在规范物业管理活动，
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落实条例相
关规定，我省目前已在多地试点探索业
主电子投票。我厅也在积极搭建全省统
一的物业管理监管服务信息系统，并考
虑设计业主投票表决功能。感谢您对物
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金雨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背景】
目前，我省洞庭湖周边湖泊有部分

湖泊因总磷超标而导致水质不达标，成
为我省环境治理的一个难点和痛点。
在去年的省两会上，黄加忠委员提出

《关于在我省洞庭湖区全面禁止销售、
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建议》提案，建议
通过加强立法、明确职责、加强监管、加
大宣传等方面着手，提升洞庭湖区环境
整体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回音】
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相关各

级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对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整治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
列强有力的举措全面推进专项整治工
作的落实，并取得了较好成效。

去年以来，洞庭湖各级湖长巡湖
3.6 万人次，一大批突出问题得到及时
解决，洞庭湖水域总氮总磷持续下降，
大通湖摘掉劣 V 类的帽子，东风湖、珊
珀湖等水体水质逐步好转。同时，洞庭
湖沿岸产业转型持续推进，污染落后产
能逐渐退出，洞庭湖区群众的环保意识

也持续提升。如今，珍惜洞庭湖，保护
洞庭湖，逐渐成为自觉。

作为提案的具体承办单位，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表示，下一步，该局将加强
与洞庭湖流域沿线地方党委、政府和相
关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深入推进“洞
庭湖水环境综合整治五大专项整治行
动”，按照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三年计
划的要求，深入开展“环湖利剑”执法行
动，进一步加大总磷污染综合治理力
度。同时，加大对洗涤用品生产、流通
环节的产品质量监管，鼓励和帮助省内
洗涤用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
升级，加快推进生产无磷及替代洗涤用
品的研发生产进程；通过开展洗涤用品
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确保洗涤用品质量
安全，从严查处和曝光一批制售假冒伪
劣洗涤用品违法案件，切实净化市场环
境，保障市场消费安全；进一步加强对
使用无磷及替代洗涤用品的宣传引导，
使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环
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此外，积极推动针对含磷洗涤用品
生产、销售、使用环节的省级地方性法
规或规章的制订。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背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李云、骆辉东、蔡碧蓉、夏次龙、邓
赛等代表在去年省两会上提交呼吁加
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保障力度、加强
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加大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力度等建议，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回音】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将关于

“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类建议
确定为重点处理建议，由省农业农村
厅主办，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生态
环境厅、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会办。
省农业农村厅组成建议办理调研组，
开展了对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
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改善等工
作的调研。

2019 年，省委、省政府将 100 万
户以上农村户用厕所改(新)建任务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纳入到对各市州的
绩效考核范围。截至去年底，全省完
成农村改厕任务 117.2534 万户。同

时，全省 122 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建成乡
镇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1287座，配
备乡村环卫保洁员 12.3 万人，对垃圾
进 行 基 本 处 理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达
90.2％。全省共拆除乱搭乱建14.1万
处、“空心房”5.2 万间，村容村貌得到
大力提升。全省建有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行政村
达5061个，58个生猪调出大县全部纳
入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项目。

去年省财政还新增 5亿元支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争取了中央资
金 15 亿余元用于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目前，全省各级已创建美丽乡村示范
村 1715 个，全省 13 个市州建立了“十
佳”“十差”乡镇考核评比机制。

目前，我省正抓紧编制《湖南省农
村厕所改造技术导则》《湖南省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地方性技术标准，研究出台规范农
村建房、畜禽粪污治理等意见办法，全
面启动实施“千村美丽、万村整治”工
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建设。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杨紫东）昨天，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发布消息称，2019
年我省“互联网+发票有奖”活动共计
发出奖金1185万元。

为规范发票开具行为，我省于
2016年10月开始启动“互联网+发票
有奖”活动，对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或
湖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进行一次开
奖，消费者在索取发票后，通过关注“湖
南税务”公众号查询发票真伪，可获得
微信红包奖励，单笔奖金最高100元，
最低5元。2019年8月活动升级，全省
在一次开奖基础上启动“发票有奖二次
开奖”活动，每两个自然月结束后的第
10天摇奖(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进行现

场摇奖，每期分设一、二、三等奖，奖金
共计100万元。

据省税务局统计，2019 年全省
“互联网+发票有奖”活动一次开奖奖
金总额 985万元，二次开奖奖金总额
200万元。

据了解，自该项活动开展以来，我
省消费者主动索取发票的数量不断上
升，2017年至2019年，全省增值税普
通发票开具份数同比增加8936万份，
增长 91%；开票金额同比增加 4912
亿元，增长35%。

省税务局提醒，消费者发现商家
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法违规行
为，可拨打 12366 热线举报投诉，税
务机关将依法查处。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记者 陈
勇）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全省
首届“十佳”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网
络投票工作，今天正式在新湖南手机
客户端启动。

2019 年以来，全省各地广泛开
展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修）订
工作，所呈现出来的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力求做到先进性、地方性、简约
性、群众性统一，体例包括条款式、三
字俗语、顺口溜、山歌民歌等形式，群
众喜闻乐见、便捷易记。省民政厅联
合湖南日报、湖南经视等省直主流媒
体陆续推出了相关专栏、专题报道，
重点宣传推介了 42 篇全省优秀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社会反响强烈。为
进一步引导各地做好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的修订与实施工作，不断完善
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乡社区
治理格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省民政厅举办此次网络
评选活动，将从中推选出全省首届

“十佳”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此次活动的投票规则是：点击新

湖南客户端“湖南省首届‘十佳’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评选专区”，进入投
票系统，按提示投票；采用同时输入
手机号和验证码的方式进行投票，一
个手机号（微信号）每次投票一个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最多可投 10
个。评选采用公众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打分相结合的方式。两者得分
各占 50%，总分高者当选，最后确定

“十佳”。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8
日零时至1月12日24时。

记者从活动举办方了解到，此
次评选活动坚持公众自愿原则，严
禁弄虚作假，并设立了举报电话：
0731-84502247，举 报 电 子 邮 箱 ：
774306472@qq.com。

建议提案追踪

“金点子”我有

——回应关切 “金点子”接地气，继续集智谋发展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加大综合整治力度
改善洞庭湖区环境

2019年我省发票开奖
奖金逾千万元

全省首届“十佳”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网络投票启动

致敬青年“守艺人”
1月8日，小朋友们在学习简单湘绣针法。当天，长沙市优秀青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颁奖典礼在长沙市图书馆举行，10位传承人从29位候选人
中脱颖而出。他们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等多个非
遗门类。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聂晨宇 摄影报道

一果一茶变成金
——保靖县脱贫攻坚纪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易果

沿河种柑橘、环山栽茶树，从
河谷滩涂到山间云端，这样的场
景成了保靖县的独特风景。一棵
棵果树、一片片茶叶，正逐渐变成
保靖人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以来，
保靖县上下齐攻坚，坚持“不漏一
村不落一人”，实事求是因人、因
地发展柑橘、茶叶等扶贫产业，做
到全覆盖、有效益。到 2019 年
底，全县共有20213户83315人
实现脱贫，115个贫困村出列，贫
困 发 生 率 由 31.88% 下 降 至
0.54%。

1 月 3 日,天空飘起毛
毛细雨，这让保靖县迁陵
镇踏梯村显得更加湿冷。
村里品改的20余亩柑橘新
品种春见，被果农细心地
用透明塑料罩起来，树上
挂着一些果实在塑料膜保
温作用下快乐生长。

在村里58亩红美人柑
橘园里，黄澄澄的橘子大
部分摘下了，只剩下少量
小个头还挂在树上。

“这橘子好吃，你们尝
尝，又甜又爽口，市场上卖
10 元钱一公斤。”说话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
府办驻村工作队员江友群
剥开了一个橘子。

顺着绿油油的柑橘园,
2019 年硬化的 1.5 公里产
业路从山顶蜿蜒至山脚，
延伸至村里。

虽已到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但踏梯村村民贾延
江 还 在 自 家 仓 库 里 忙 碌
着。他要将仓库里剩下的
春见按等级分开装好，方
便年前发货。

据介绍，春见又称耙
耙 柑 ，是 柑 橘 的 品 种 之
一。成熟期一般在每年的
12月到新年的1月，橘子个
头大，一颗重可达 8 两、甚
至 1 斤。因为成熟期避开
了普通柑橘的上市时间，
且果肉饱满、味道甘甜、入
口清爽，很受消费者欢迎，
每公斤市场价在14元多。

1 月 2 日，贾延江往岳
阳发了 62 箱春见，65 元一
箱，每箱12颗，算下来一颗
能卖5元多。

“今年好卖，脐橙我都
卖完了，现在就剩这点春
见了，目前已卖10多万元，
春节前应该能卖到 14 万
元。”在给记者算着自己收
入账时，贾延江乐呵呵地
笑起来。

前几年因妻子病重、
生活困难，贾延江被列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他种的
20 亩椪柑品质不高，卖不
了好价钱，加上销路不畅，
收益一直不好。2017 年，
在瞅准春见的市场后，贾
延江开始大面积进行品改
种植春见，并在工作队帮
助下，通过电商上网销售。

2018年，贾延江尝到了
品改的甜头，收入近 10 万
元，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多，
成功脱贫。

现在踏梯村丰产脐橙
面积已达 280亩，年产值达
150万元左右；新种元丰脐
橙1100余亩，还种了500余
亩蔬菜，全村592户实现产
业全覆盖。

2019年，保靖县投入资
金5079万元，支持柑橘基地
建设项目57个，形成了以清
水坪镇、比耳镇为核心的万
亩柑橘精品园区。目前，全
县柑橘种植面积保有量已达
15.6万亩。

葫芦镇国茶村作为保靖黄金茶
万亩示范园建设主战场，1.1 万亩茶
园长得郁郁葱葱。这段时间，茶农们
忙着除草、松土，新扩茶园。2014年
以来，村里每年新扩茶园 500 亩左
右。

64岁的贫困村民龙成美最近都
在忙着打理自家的12亩茶园。在他
精心照料下，茶叶长得茂盛、规整。

龙成美不仅茶种得好，还有一手
炒茶的好手艺。2019年炒制的保靖
黄金茶一号，市场价每公斤1000 元，
二号茶卖到每公斤 3000 元左右。
2019 年入冬以来，龙成美已炒制干
茶近50公斤。

2010 年，龙成美在村里其他人
带动下，开始种植保靖黄金茶，但面
积不大，家里收入主要靠儿子儿媳外
出打工，一家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2010 年，保靖黄金茶开始频频
亮相央视。凭借“高氨基酸、高茶多
酚、高水浸出物”和“香、绿、爽、浓”的
品质特点，保靖黄金茶被誉为“中国

最好的绿茶”，“一两黄金一两茶”的
广告词逐渐深入人心。

2014 年，国茶村开始大面积扩
大茶园面积，龙成美也将自家原来的
3亩茶园扩种至6亩。当年实现茶叶
收入约 1 万元，加上家庭其他收入，
人均年纯收入3800元，成功脱贫。

2019 年，龙成美家人均纯收入
在8000元以上。“把茶叶这个产业做
好，比外出打工强多了。只要人勤
快，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龙成美对
未来充满信心。

国茶村全村496户1932人，人均
拥有茶园5亩左右。149户贫困户中，
135户508人通过发展茶叶脱了贫。

在隔壁水田河镇排大方村，650亩
黄金茶基地长势喜人。新建的 300
亩茶园里，60 多岁的贫困村民龙满
莲正和30位工友忙着拉线、挖沟、栽
茶苗。6 个人为一排，线拉直，大家
齐身弯腰下锄，几秒钟时间，一排整
齐的茶苗沟就挖好了。

自家的3亩茶园，龙满莲照顾得

很好，闲暇时她就来这里种茶，每天
有70元工钱。

“我们村255户，90%种茶，一亩
茶 光 卖 鲜 叶 保 底 都 有 4000 元 收
入。把茶种好了，脱贫致富不成问
题。”村支书梁清寿干劲十足地给记
者算着村里的茶叶账。

2019年，保靖县投入资金5079万
元，支持保靖黄金茶基地及加工建设
项目 90 个，形成了以吕洞山区为核
心的保靖黄金茶种植区域，保靖黄金
茶种植面积达到11万亩。

近年来，保靖县产业扶贫紧紧围
绕“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总要求，始终
以贫困户增收脱贫为中心，以产业发展
为重点，按照“一县一特”“一特一片”的
总体计划，坚持长短结合，大小适宜，因
村制定，因户施策，做到“户户有增收项
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2019 年，保靖县共有保靖黄金
茶受益茶园 5 万亩，产茶 600 吨，茶
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6亿元，有效带
动28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保靖县还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发
展油茶、优质稻、蔬菜、烤烟等产业近
20万亩。

■县情简介

保靖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中部，自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 202年）设置迁陵县至
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全县总
面积 1753.5 平方公里，辖 12 个
乡镇 160 个村 10 个社区，总人
口 31.48 万人，土家族、苗族占
总人口78.2%，是国家确定的第
一批革命老区县、深度贫困县，
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保
靖黄金茶原产地。

柑橘品改出效益

“一两黄金一两茶”

保靖县葫芦镇国茶村茶园绿意盎然。（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保靖县迁陵镇踏梯村洗溪湖组脐
橙丰收，村民忙着装筐。（资料照片）

雷国栋 摄

■数说

2014 年底，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84762人，贫困发生
率31.88%。

2018 年底，未
脱贫人口11603人，
贫困发生率4.43%。

2019年底，预计
未脱贫人口1447人，
贫困发生率0.54%。

——摘帽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