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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4月 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黄璜 潘
芳）4月1日，双牌县泷泊镇人民洞
村犁铧水响，村民蒋增武流转的
400 亩水田已完成翻耕整地。蒋
增武往年只种一季水稻，5 月份犁
田。他今年计划全部种植双季
稻。在双牌县，不少村民像蒋增武
一样“单改双”。

今年，永州各县区加大奖补和
扶持力度，各级各部门提供优质服
务，群众种粮积极性高涨。到目
前，全市落实早稻面积 220 万亩，
同比上年增加23.2万亩。

政策利好，效益有保障。宁远
县柏家坪镇岭脚洞村种粮大户郑
金旺，去年承包水田 198 亩，只种
一季水稻。今年，他不但扩种 22
亩，还“单改双”132亩。在他带动
下，儿子郑生福也“单改双”60亩。
郑金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连片种
植早稻 100 至 149 亩（含 100 亩），
县政府奖励 1.5 万元，稻谷种植补
贴每亩35元左右，稻谷烘
干每吨补贴 100 元，县政
府还免费提供种子、薄
膜、抛秧软盘，收购有最
低保护价，划算。

机械化程度提高，种

田更轻松。祁阳县梅溪镇种粮大
户王海峰长年种田 2000 亩，因为
忙不过来，只好种植中稻。今年

“单改双”却不像往年那么忙碌。
原来，王海峰在农机购机补贴政策
的支持下，购买了价值300多万元
的农机，实现机械化种田，还为周
边种粮大户提供“代耕、代插、代病
虫害防治、代收、代烘干”服务，服
务面积1.8万亩。

各方提供优质服务，种粮有底
气。祁阳县白水镇珠陵村种粮大户
郭正午，几年前在外务工，今年回村
种田，却遇到资金难题，他抱着试试
的心情打电话给祁阳农商银行白水
支行，想申请贷款。不到一个小时，
祁阳农商银行白水支行派员工来了
解情况，第二天即发放 10 万元贷
款。近日，新田县230名农技人员主
动深入到田间地头，实地解难题。今
年以来，永州市“背包银行”“农技服
务小分队”等活跃广袤农村大地，推
动春耕生产正酣。

湖南日报 4 月 13 日讯（记
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4月10
日，沅江市黄茅洲镇群红村，种粮
大户曹威组织人员驾驶旋耕机平
整农田，操作播种器进行撒播。

“今年政策好，我流转土地 2200
亩，比去年增加了 500 亩。新添
置有序抛秧机、无人植保机，准备
大干一场！”曹威满怀信心。

沅江市是国家级商品粮生产
基地。该市自加压力将2020年粮
食生产计划播种面积调整为110万
亩，比益阳市下达的任务多2.4万
亩。截至4月9日，该市已落实早
稻计划种植面积48.01万亩，比益
阳市下达任务多7.31万亩。

为实现粮食生产目标，该市
出台“粮食‘双稳’工作方案”“切
实抓好早稻生产 10 条措施”，市
财政拿出1000万元，整合涉农资
金5000万元，补贴集中育秧和双
季稻生产。对种植双季稻的，按
每亩 100 元据实发放补贴，对
100 亩以上的大户再按每亩 30

元给予奖励；拿出 200 万元对机
插秧、机抛秧给予作业补贴。

沅江市委组织部组织开展
“千名干部联农户”活动，从市直
机关、镇场抽调1819名干部联系
全市2005名种粮大户，开展生产
帮扶。市农业农村局 10 名党组
成员带队，从有关站室抽调30位
技术员作为驻各镇场早稻生产和
水稻集中育秧专干，在全市12个
镇场102个农业村落实集中育秧
主体 233 个，落实早稻专业化集
中育秧面积达70523亩。在草尾
镇举行早稻集中育秧、机械化插
秧、有序抛秧演示会，各镇场农技
站长及种粮大户100多人观摩。

同时，各涉农部门加大服务
力度。该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农
资市场监管力度，抽检农资产品
54批次，行政立案3件，现场处罚
3起。市供销联社组织下属五大
供应商通过各种渠道，从江西、河
南、贵州、重庆等地紧急调运农资
1.5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谭胜

4月13日，春意盎然。记者
来到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草
田村，郴州草田科技有限公司占
地面积 400 亩的生猪养殖场项
目已具雏形，现场焊花飞溅，挖
掘机、压路机不停地来回穿梭，
20 余名工人正抢借晴好天气，
加紧完成墙体砌筑、电缆及空调
管道铺设等工序。

“养殖场有 7 栋猪舍，总建
筑面积3.8万平方米，年产生猪
7 万头。”养殖场项目业主徐社

说，该项目去年 9 月开工，预计
总投资1.5亿元，是郴州市目前
最大的生猪养殖场。

看着生猪养殖与粪污同步发
酵的轻钢结构猪舍马上就能投入
使用，徐社面露欣喜。“项目因疫情
推迟开工一个多月，非常担心项目
延期，多亏苏仙区各部门帮我们调
配资源，加快手续办理，推荐本地
人就业，驻企联络员保姆式服务，
为项目解决了一个个难题。”疫情
缓解后，近百名本地工人加紧施
工，让项目驶上了快车道。

“项目投产使用前，整个生猪
养殖场要完全封场消毒。”徐社介

绍，养殖场将与湖南省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运用现代远程
监控管理，通过智能技术和感知
系统，远程人工调节温度湿度、生
猪进食情况、运动频次等，并结合
红外线测温技术判断猪是否患
病，预警疫情，提升生物安全等
级。“在各个圈舍底下都建有集粪
池，生猪排泄物会通过漏缝板进
入集粪池，通过密封变为有机肥，
实现绿色循环发展。”徐社说。

“在各方支持下，项目开足
马力复工，万头生猪养殖场建设
工期抢回来了。再有一个月，养
殖场就要投产运营，与去年施工
计划吻合。”徐社颇有信心地说，

“项目建成后，对带动周边农民
就业、增收起到积极作用，有利
于提升全市生猪产能，增强生猪
保供能力。”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通讯
员 李琳 记者 邢玲）4 月 10 日，
益阳市乡约农牧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油菜基地里收割机轰鸣，
机手们正抢抓时间，将刚刚乳熟
的油菜收割打碎喷送到斗车。不
远处秸秆回收中心，工人们将碎
油菜送进打捆机打包密封，为发
酵青贮饲料作准备。

为确保粮食安全，益阳市赫
山区今年大力发展双季稻。乡约
农牧积极响应号召，准备放弃油
菜收入，翻耕土地种早稻。赫山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得知，

主动对接外地种粮大户，为乡约
农牧油菜秸秆综合利用找销路，
力促大户油菜增收、春耕生产两
不误。

3 月底以来，乡约农牧已收
割 打 捆 油 菜 1500 亩 ，约 3000
吨。油菜秸秆亩产可达 2 吨左
右，秸秆切碎打捆密封后作为青
贮饲料原料，每吨可售 550 至
650 元，每亩纯收益在 800 元左
右，远超菜籽收益。

据了解，目前赫山区已收割
油菜秸秆超6000亩，创收近500
万元。

湖南日报4月
13 日讯（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曾伟
孙彬）“乡亲们，
早 稻 免 费 领 稻

种，种双季稻每亩
补助 200 元……”4

月8日一早，邵阳市北
塔区沐三村“村村响”准

时响起，向村民们宣传今
年水稻种植补助政策。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北塔区坚持“早”字当先，出台

多条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按下
春耕生产“快进键”。目前，该区

已集中育秧2500亩。
为实现粮食总产 1.8 万吨以

上的目标，北塔区在划定的水稻
生产功能区内，全面恢复双季稻
种植。“一些旱土资源也不能荒
废，我们指导农户改良土壤或改
种耐旱作物，如玉米、大豆和油菜
等。”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技术人员
向记者介绍。

北塔区还组织区、乡、村三级
干部联点帮扶种粮大户，抓实抓细
农业生产。采取水稻全程机械化
作业、支持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专业
化服务等有效措施，努力降低劳动
强度和种植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
者 张璇 通讯员 杨莎莎）“所
有来汨罗的投资者、创业者，都
是我们的客人。客人有什么要
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在
4月10日召开的汨罗市优化营
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上，汨罗市
首批 10 名罗城“店小二”集体
亮相，并对社会做出公开承诺。

汨罗市政府办主任、罗城
“店小二”组长刘勇介绍，10名
罗城“店小二”都是该市职能部
门主要负责人，是优化营商环
境的政策宣传员、项目代办员、
企业指导员、热线办理员。该

市将对“店小二”工作进行量化
评价，把走访多少家企业、为项
目解决多少问题以及服务对象
和社会各界的综合评价，本单
位在营商环境第三方测评中的
满意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除了建立罗城“店小二”制
度外，汨罗市还推出 6 项优化
营商环境举措，即整体搬迁政
务中心，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加速企业开办110改革、不
动产登记 160 改革、工程建设
领域 170 改革等“三项改革”，
规范中介服务，优化报装程序，
加强联企帮扶等。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
者 邢骁）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芙
蓉区获悉，该区近日印发《芙蓉
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奖励办
法》，明确对购买、租赁办公用
房的企业给予补贴，最高补贴
标准为1800元/平方米。

根据《办法》，市外迁入
芙蓉区的传统金融机构国际
(全国)总部、省级总部购买或
租赁办公用房，购买按自用
面积最高 1800 元/平方米标
准补贴、租赁按自用面积最
高 500 元/平方米标准补贴；
市外迁入芙蓉区且年度区级
经济贡献超过 50 万元的其它
金融机构国际(全国)总部、省
级总部，以及新入驻芙蓉区
符合条件的其他总部企业购
买或租赁办公用房，购买按
自用面积最高 1200 元/平方

米 、租 赁 按 自
用 面 积 最 高
300 元/平方米标
准补贴。

据悉，以上补贴
自企业注册之日起当年
或次年开始补贴 3 个年
度，每年补贴以企业当年区
级经济贡献为上限。

此外，其它独立核算企业
法人新入驻芙蓉区并购买或租
赁办公用房的，自注册之日起
当年或次年开始的 3 个年度
内，按年度区级经济贡献分台
阶逐年给予补贴。对年度区级
经济贡献达到50万元的，可分
别给予20万元购房补贴或10
万元租赁补贴。在此基础上，
每增加区级经济贡献50万元，
企业购买或租赁补贴相应增加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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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
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谢德才
黎治国）“以前一进城区，‘马路
市场’几乎占了大半个街道，别
说车半天开不动，连人走路都
难。现在街道变宽了，出行顺
畅多了。”4 月 13 日，桑植县市
民陈威给执勤民警竖起了大拇
指。据桑植交警大队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县 22 个“马路市
场”均已整改或取缔，消除了一
批交通安全隐患，确保还路于
车，还路于民。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桑植县开展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整治,重点治理马路市场
车辆乱停乱放、停车无序现象，
指导乡镇规范整理建设停车场
地和施划标志标线，对城区客

运、农村客运、旅游客运市场乱
象和拖拉机违法载人等问题开
展专项整治。同时，以非客运
车辆违法载人和客运车辆超员
超速整治为重点，开展“百吨
王”超载货车、农用车、“两客一
危”车辆等集中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桑植累计排查
车辆2510台、驾驶人2038人，
整改安全隐患车辆56台，驾驶
人安全隐患 136 人；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 32134 起，其中现场
执 法 3500 起 ，非 现 场 执 法
28634 起；查获拖拉机违法 77
起，查处超员违法 27 起，货车
超载 97 起，超速 835 起，酒驾
醉驾毒驾 106 起，占道类违法
20784 起，非客运车辆违法载
人528起，行政拘留44人。

10名罗城“店小二”上岗服务

汨罗七大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

桑植查处交通违法行为3.2万多起

芙蓉区企业购租
办公用房可享补贴
最高可补1800元/平方米

北塔区按下
春耕“快进键”

赫山区收了油菜种好粮

“万头生猪养殖场建设
工期抢回来了”

湖南日报 4 月 13 日讯（记
者 宁奎 通讯员 代炯琼）“这是
涉及你们乡镇领取补贴疑似问题
数据，请你们及时核对处理。”近
日，慈利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将交办函，陆续递交到各乡
镇纪委书记手中。

今年来，慈利县纪委监委综
合运用“互联网+监督”平台，依
托大数据，聚焦重点、靶向发力，
全面筑牢扶贫资金监督屏障，以
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
命感护航脱贫攻坚。

慈利县结合扶贫领域“一季
一主题”专项治理，组织开展“一
期一主题”大数据比对活动，并进

一步完善数据长效采集和定期更
新机制，优化升级财务统一软件
和“一卡通”系统数据对接，结合
平台整合数据、发现问题、预防风
险功能，提升民生资金监管工作
效率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对
扶贫资金的公开与监督一体化。
同时，对问题数据分门别类逐条
建立台账，交各乡镇（含新城区）
核实问责，限期反馈。

目前，通过平台比对，慈利县
共发现低保户临时补贴、五保户
供养补贴、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
等疑似扶贫领域资金问题数据
1531 条，涉及金额达 440184.75
元。

慈利利用大数据靶向监督扶贫资金

4月13日，张家界武陵源宝峰湖风景区春色宜人，蓝天碧水间峰林映
照，游客乘坐游船穿梭其间，饱览水光山色。随着当地旅游复苏步伐的加
快，武陵源杨家界、十里画廊等各精品游览景点人气渐旺。 吴勇兵 摄

永州

沅江

青山碧水
漾轻舟

植树添绿
4月13日，凤凰县古双营村，志愿者在参加义务植树。当天，凤凰县委办

公室在结对帮扶村举行“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乡村”主题活动，组织干部
职工与村民一起在村庄入口植树，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刘伟 摄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通
讯员 吴珊 记者 彭婷）4月10
日，记者从湘潭市岳塘交警大
队了解到，该大队视频中心近
日开启“天眼”系统，联合路面
民警，立体式从严整治开车打
电话等陋习。

“岳塘区海关路口新宜
佳超市附近，一辆黑色比亚迪
小车驾驶员正在打电话，请注
意他！”4月8日10时30分，岳
塘交警大队视频中心民警用对
讲机发出指令，一台小车被拦
下，驾驶员一脸茫然。民警出
示其开车打电话的高清视频截
图，详细解读这种行为的危害
和处罚标准，驾驶员当即表示
今后一定改正。几分钟后，路
面民警发现一辆灰色小车驾驶
人正在接听电话，随即对其拦
停执法。在民警出示的确凿证
据面前，驾驶员承认自己交通
违法。

除开车接打电话外，利用
停车间隙查看手机信息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在岳塘交警大队
视频中心，记者从大屏幕上看
到，岳塘区建设路口往海关路
口方向，从 8 日 10 时 45 分至
11 时 7 分，驾驶员利用等红灯
时间翻看手机信息的行为就有
7 例。当天，交警部门对接打
电话的驾驶员处以驾驶证记2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对翻看
手机信息的驾驶员予以口头警
告处理。

湘潭交警支队负责人介
绍，交警部门已对全市所有高
清卡口抓拍的图片进行自动识
别，全面查处开车时接打电话
违法行为，在经过专用服务器
过滤、自动识别及指挥中心人
工审核后，将录入交通违法系
统中。今年来，湘潭交警指挥
中心已录入开车接打电话交通
违法行为近1000条。

“天眼”扫描 路面缉查
湘潭从严整治开车打电话陋习

湖南日报 4月 13 日讯(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4月13
日，双牌县打鼓坪乡单江村野生
茶树林，人们唱着山歌，采摘新
茶。村民何小英告诉记者，她们
采摘的野生鲜茶交给茶厂，每天
收入200多元。

双牌县野生茶资源丰富，野
生茶树林面积在15万亩以上，过
去，当地群众加工粗茶自己喝，
或将少量茶叶到集市上交易，但
品质粗劣，市场售价每公斤仅20
元左右。

近年，该县因势利导，主动
邀请专家在野生茶树林上辅导
课，每年选送村民到湖南农大、
省茶叶研究所学习先进的制茶
技艺，推动全县野生茶加工向精
细化发展。先后培养出在 2017
年全省首届手工制茶技能大赛
上，被评为“制茶大师”的张绪宏
等一批制茶能手。引导广大群
众从过去采摘大片茶叶，转为采

摘“一叶一芽”“一叶一心”，夯实
了精细加工野生茶的基础。

积极创新野生茶产品。该
县泷泊镇胡家洞村野生茶合作
社，成功制作出苦瓜茶，荣获
2018 湖南省旅游商品大赛银
奖。野生茶加工能人姚满英，带
领团队推出岩茶等系列产品，获
得 3 项全国大奖。现在，该县不
少 成 品 野 生 茶 每 公 斤 售 价 在
2000元以上。

加大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等
力度，推动野生茶产业快速发
展。全县发展野生茶专业合作
社、生产加工企业 15 家，并支持
他们参加各种农博会、博览会，
打响了“七祖禅茶”“阳明山杜鹃
红”等野生茶品牌。

到目前，全县年均加工野生
茶成品逾100吨，实现产值4000
余万元，带动12个乡镇(管理局)1
万多名群众从事野生茶采摘、加
工，实现增收。

双牌野生茶“生机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