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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周楠 柳王敏

暮春时节，广袤的洞庭湖平原涌
动着春播热潮。记者在湖南省岳阳、益
阳、常德等地看到，湖区大面积成片稻
田极目连云，“鱼米之乡”一派生机盎
然的景象。

“ 这 些 田 20 年 来 头 一 回 种 双 季
稻！”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长安村老农
谢细平扛着锄头，站在田埂上，指着眼
前的稻田说，村里 1800 亩水田都种过
双季稻。后来，由于种粮效益低，村里
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留守老人们改
种了一季稻。

长安村“双改单”现象，不论是在水
稻种植面积多年居全国第一的湖南省，
还是在全国其他稻作经济区，都比较普
遍。3 月 5 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司长潘文博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披露，2019 年全国双季稻
面积在 1.4 亿亩左右，比 2012 年减少了
3500 万 亩 ，其 中 早 稻 连 续 7 年 减 了
1800万亩。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
些国家开始限制或者禁止粮食出口，粮
食安全受到更多关注。

作为水稻大省，湖南倍感稳住稻谷
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责任重大。遏
制双季稻下滑，推进“单改双”很早被纳
入中心工作，全省动员打响了双季稻攻
坚战。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
长许靖波告诉记者，中央财政新增 3.6
亿元资金支持湖南今年早稻生产，湖南
省级统筹落实相关资金 5.6 亿元，今年
对早稻生产的财政投入力度前所未有。

“写文章‘题好一半文’，种粮食‘秧
好一半谷’。”在洞庭湖畔华容县万庾镇

集中育秧基地，华容县农业农村局高级
农艺师吴建军说，今年财政对每亩秧田
补贴 1600 元，委托专业人士育秧，农民
基本上可以免费得到秧苗，降低了种田
成本，种早稻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

“湖南今年按每亩大田补助60元的
标准，在66个早稻生产重点县推行专业
化集中育秧，惠及早稻种植面积达到
300万亩。”许靖波说。

湖南发力“单改双”，鼓励新政还包括
奖补机器抛秧插秧、引导种植优质早稻品
种和发展订单生产等。为保证政策落实，
湖南累计有1.1万余名农技干部深入田间
一线。他们既督导早稻面积落实，也对集
中育秧开展技术指导。

“今年政策好，我一口气种了 4500
亩早稻，面积比去年将近翻了一番。”汨
罗江畔的种粮大户向铁青说。

向铁青的选择，是湖南“惠粮新政”全

面落地后带来新变化的缩影。在岳阳县公
田镇长安村，1800亩水田全部从一季稻
改为双季稻，公田镇早稻面积从去年的
1.7万亩增长到3万亩……就连武陵山区
的慈利县、桑植县等地，一些山村面积很
小的田地今年也被用来种稻，有些旱地
还种上了南方过去很少见的小麦。

“1 月和 2 月，我们两次随机抽样上
千户粮农进行入户调查，发现粮食意向
种植面积同比减少 1%到 3%。奖补政策
出台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3月再
做调查，发现它变成了增加2%至3%，是
近年来首次增加，令人振奋！”许靖波说。

来自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湖南目前已经落实的早稻面
积达到了1830万亩，同比增加了188万
亩。眼下，如何进一步发力“单改双”，这
个 水 稻 大 省 还 在 不 断 探 索 新 方 案 。

（新华社长沙4月22日电）

——扶贫印记

民族服饰
织出新生活

4月23日，苗家妇女在扶贫车间赶
制演出民族服饰。连日来，吉首市矮寨
镇坪朗村金毕果民族服饰巾帼扶贫车
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员工
加紧赶制国内外的订单产品。该车间于
去年7月设立，先后培训苗族妇女60余
名，帮助20余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每月可增收3000余元。

彭彪 姚方 摄影报道

“这些田20年来头一回种双季稻”

粮食大省湖南
发力“单改双”多产“富民粮”

湖南日报 4月 23 日讯（通讯员
周闯 吴思 记者 刘永涛）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全省一季度
专利申请 21961件，同比增长 4.99%；
专利授权 12799件，同比增长 6.07%；
PCT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50件；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41笔，融
资额共计7.37亿元，助推39家企业复
工复产和专利转化运用。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三类
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申请
量分别为6536件、12546件、2879件；
三 类 专 利 授 权 量 分 别 为 1804 件 、
7261件、3734件。截至3月底，全省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共 48136 件，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98件。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职务
专利申请和非职务专利申请分别为

16601件和5360件，职务专利申请占
全省申请总量的七成有余。

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高校科
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位居
工矿企业专利申请前3名；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位居大专院
校专利申请前3名。

从地区来看，专利申请量位居全
省前 3 名的市是长沙、株洲、湘潭；专
利授权量位居全省前 3 名的市是长
沙、株洲、衡阳。

截至 3 月底，长株潭地区有效发
明专利共 38057 件，占全省有效发明
专利总量的79.06%，其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25.30 件，约为全省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的3.63倍。

湖南一季度专利申请逾2万件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7.37亿元，助推企业复工

复产和专利转化运用

湖南日报4月 23日讯（记者 张
尚武）种养业面临风险增大，保险支农
扣牢“保险带”。今天上午，省农业农村
厅与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简
称“国寿财险湖南分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展开全方位合作，强化保险
支农，助推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

签约仪式上，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袁延文、国寿财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
郭继敏表示，双方将围绕湖南政策性
农业保险、商业性涉农保险、特色农业
保险、金融支农服务等开展全方位合
作，不断创新涉农保险新产品，落实支
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在湖南农业优势特
色千亿产业、“一县一特”“一村一品”等
方面强化金融保险支持，帮扶龙头企

业，助力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国寿财险湖南分公司在售

农险产品51个，去年全省保费总额突
破40亿元。围绕全省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公司推出地方
特色农险和创新“保险+期货”产品，
新开办马铃薯县级特色产品、猕猴桃
和中草药等专属扶贫产品，起到了分
散生产风险、稳定农民收入、促进产业
发展等重要作用。去年，国寿财险累计
为湖南非洲猪瘟疫情支出赔付金额
2.19亿元，配合开展扑杀工作，扑杀赔
付金额超5000万元。

省粮食集团、湘茶集团、顺祥水
产、宁乡花猪等1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负责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湖南日报4月 23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 杨志）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金融支农帮助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渡难关。今年以来，全省政策性
农业担保机构——湖南农担公司撬动
6.3亿元金融“活水”，支持粮猪稳产保
供。

在省财政支持下，湖南农担公司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开展

“春风行动”，所有政策性担保项目担
保费减半，仅收取0.5%；加速审批，所
有项目10个工作日办结，疫情期间到
期项目稳妥做好展期、续保；进一步加
快效率、优化服务，尽早让资金进入项
目，帮助农民抢抓农时发展生产。

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公
司董事长唐政要求，对双季稻、优质稻
以及集中育秧、联耕联种等担保项目

加强督促，保质保量到位。促进粮食生
产机械化，推出“惠农担-农机贴息
贷”，支持农户购买农机，并可享受担
保费优惠和贷款利息补贴。

加大生猪稳产保供的支持力度。
公司扩大优惠范围，1000万元以下的

“惠农担-生猪贷”项目都可以享受担
保费减半仅收0.5%的优惠。重点支持
种猪场（含地方猪保种场）和年出栏
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针对猪场建
设、种猪场改扩建以及防疫、引种、添
购饲料等流动资金需求，都可提供相
应的支持。

据公司统计，至 4 月 20 日，湖南
农担今年新撬动 6.3 亿元投入粮食、
生猪生产。目前，粮食项目在保余额突
破 15 亿元，生猪项目在保余额突破 4
亿元。

湖南农担引金融“活水”支农
今年来撬动逾6亿元支持粮猪稳产保供

为乡村振兴扣牢“保险带”
省农业农村厅与国寿财险湖南分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 4月 23 日讯（颜石敦
罗徽）4 月 23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网信办、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指导，湖
南广播电视台运维建设的公益平台“芒
果扶贫云超市”走进汝城县。汝城县委
副书记、县长黄志文，副县长何浩光、文
海涛，联合当地扶贫带头人、新农人组
成“带货天团”，推介当地辣椒、茶叶、米
粉、大禾米糍、猪肉粽等优质农产品。

“各位老乡，你们看我笑得那么灿
烂、满脸通红，像一只熟透的小辣椒，
我为辣椒代言来了！”黄志文通过“芒
果扶贫云超市”直播间，向网友粉丝推
荐湘汝辣椒。何浩光、文海涛积极推销
汝城白毛茶和大禾米糍。拥有 170 万

微博粉丝的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唐爱华，则借机推销汝泉米粉。

汝城地处罗霄山脉和南岭山脉交
会处，这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昼夜
温差大，种出来的辣椒鲜辣可口、风味
独特。近年来，全县辣椒种植面积保持
在 12万亩左右，年产值达 11亿元，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主打产业。

当天，“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培
训基地”在汝城县电商服务中心授
牌。汝城县委网信办负责人表示，将
通过与“芒果扶贫云超市”深度合
作，发动更多电商人员、电商企业、
微商、电商兴趣爱好者等登上“芒果
扶贫云超市”。

“芒果扶贫云超市”走进汝城

“带货天团”放大招助销农货

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组别

省委第一巡视组

省委第二巡视组

省委第三巡视组

省委第四巡视组

省委第五巡视组

省委第六巡视组

省委第七巡视组

省委第八巡视组

省委第九巡视组

省委第十巡视组

组长

张 正

杨春林

张伟达

胡安平

夏智伦

杨晓喻

张湘祥

万中学

赵 强

夏 飞

被巡视地区
湘潭县

湘乡市

韶山市

衡阳市蒸湘区

衡山县

衡东县

双牌县

道 县

宁远县

张家界市永定区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桑植县

会同县

靖州县

通道县

长沙市开福区

浏阳市

邵东市

邵阳县

花垣县

保靖县

株洲市天元区

攸 县

资兴市

永兴县

安仁县

值班电话
0731-57880115
0731-56776566

0731-55681586
0734-8222131
0734-5836001
0734-2862198
0746-7796066
0746-2494623
0746-7226670
0744-8877136
0744-5618242
0744-6227245
0745-8825795
0745-8233113
0745-8625101

0731-84399057

0731-83600050

0739-2626123

0739-6806095

0743-7224550

0743-7910218
0731-28822060
0731-24696733
0735-3374073
0735-5529626
0735-5226548

专门邮政信箱
湘潭市A054号信箱

湘潭市A301号信箱

湘潭市A300号信箱

衡阳市蒸湘区A009号信箱

衡山县A011号信箱

衡东县A010号信箱

双牌县1号信箱

道县1号信箱

宁远县1号信箱

张家界市永定区19号信箱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1号信箱

桑植县001号信箱

怀化市A005号信箱

怀化市A006号信箱

怀化市A007号信箱

长沙市A155号信箱

长沙市A156号信箱

邵东市A065号信箱

邵阳市A066号信箱

花垣县A001号信箱

保靖县A350号信箱

株洲市A201号信箱

攸县A198号信箱

资兴市6号信箱

永兴县8号信箱

安仁县13号信箱

▲ ▲（上接1版③）
这轮巡视，省委巡视组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省委要求，坚
守政治巡视定位，落实巡视方针，把“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严”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紧扣党委职责使命，突出政治建设，聚
焦政治生态，强化政治监督，重点检查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情况，落实巡视、审计、主题教育整改等
情况，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深入查找责任问题、腐败问题、作风问
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
政治保障。

据悉，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地
区工作 2 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
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受理信访时间截
止到 2020 年 6 月 12 日。巡视组主要受
理 反 映 被 巡 视 地 区 领 导 班 子 及 其 成
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
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
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 他 不 属 于 巡 视 受 理 范 围 的 信 访 问
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地区和有关部
门认真处理。

▲ ▲（上接1版①）
岳阳楼区三眼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

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形式，对辖区居民
进行慢性病跟踪管理。李微微说，要继续加
强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及时掌握居民
的健康情况，将风险防范融入日常工作。

复学复课后，临湘市一中加强了对学
生的监管和督导。李微微指出，要将健康
教育引入校园，形成长效机制，培养学生
正确的健康卫生习惯。

座谈会上，李微微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我省在疫情监测研判、阻断
扩散、医疗救助、防疫宣传、后勤保障等方

面工作都有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好经验、
好做法。要深入认识不足，切实增强居安
思危的忧患意识，想方设法提升我省各地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水平；对公共卫生体
系存在的短板，要着眼长远进行分析，进
一步完善法治保障体系、疾病防控救治体
系、物资保障体系和公众公共卫生健康教
育，进一步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和公共卫生
风险意识。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要发
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关注该课
题，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我省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和提升我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
能力。

▲ ▲（上接1版②）
坝塘镇坝塘社区蓝莓基地的部分

蓝莓已挂果，当地在长沙绿康文旅公
司带动下，正在大力发展集种植、生态
观光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乌兰察看
蓝莓长势，了解种植效益，她说，种植
就要想到加工，要积极引进和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不断提升附加值。要以农
民增收为出发点，更加细致深入做好
脱贫攻坚工作，实现高质量脱贫。

位于宁乡经开区国家农业科技
园的湖南彭记坊农业科技公司以省
内的芥菜、香芋等蔬菜和禽、肉类为

原料，加工生产预包装非直接入口
蔬菜类、肉类配菜及速冻食品，解决
了 生 鲜 农 产 品 上 市 季 节 性 强 的 难
题，提升了附加值，在疫情期间加工
能力实现翻倍。乌兰肯定企业的探
索，指出要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支持
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致富。在湖南优卓食品科技
公司，乌兰考察了企业的巴氏鲜奶
和低温酸奶生产线，勉励企业依托
科技创新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优质
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扩大内
需搞活经济。

湖南日报4月 23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欧阳锋）降雨是诱发地
质灾害的主因之一。今天，省应急管理
厅提醒，近期，我省持续降雨，部分山
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要注意防
范地质灾害。

常见的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地面塌陷
等。我省最容易发生的地质灾害为山
体滑坡、泥石流、地面崩塌等。从最近
几年国内发生的地质灾害情况来看，
山体滑坡、崩塌大多发生在雨季，尤其
是降雨过程中或雨后一段时间内最容
易发生山体垮塌。

近期，我省持续降雨。据气象预
报，从 24 日开始，降雨减弱，天气逐
渐好转。省应急管理厅认为，这种天

气情况最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各地
要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实
时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地质灾
害防范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居住高陡山
坡和岸坡、山沟沟口、曾发生地面塌陷
地段的居民，要用心留意防范地质灾
害。下雨时要搬到楼上和不靠坡的房
间居住，为地质灾害发生时争取更多
逃生时间；下雨时和下雨后一段时间，
要注意观察周围是否出现裂缝、坡上
是否有掉块或坠石，坡脚冒浑水、井水
面突然降低或冒泡、井水突然干枯、沟
中流水突然减少或断流、沟中传来轰
鸣声等现象，一旦发现异常，要快速向
两侧逃离；下大雨时，最好离开搬到安
全区暂住。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

持续降雨，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居住高陡山坡和岸坡、山沟沟口、曾发生

地面塌陷地段的居民，要用心留意防范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卜蕾）我省将在年内摸清新
建一般建设工程、重大建设工程和学校
医院工程的抗震设防情况。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 2020 年度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获悉，全省建设工程地震安
全监管检查启动在即。

“目前，湖南建设工程地震安全风险
底数并不清楚。”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
长燕为民介绍，在2016年第五代中国地
震动参数区划图实施以前，我省大部分
地区为“不设防”地区，这些地区城乡建

筑物和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实际
抗震防灾能力较弱。

为切实管控建设工程地震灾害风
险，我省将针对新建一般建设工程，检查
是否严格遵循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GB18306—2015）规定的抗震设防
标准；针对2016年以来的重大建设工程，

侧重检查是否按照要求开展了地震安全
性评价并按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针
对2009年5月以来建设完成的学校、医
院，着重检查是否按照防震减灾法规定提
高防震设防要求。

据了解，全省各市州将组织受检单
位开展自查，在自查基础上，省地震局联

合相关部门，在全省不同类型重大建设
工程、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建筑和一般
建设工程中，抽取一定比例开展现场深
入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省地
震部门将分类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同
时形成湖南建设工程地震安全监管督查
检查报告，提交省政府和中国地震局。

摸清湖南建筑物抗震底数

启动建设工程地震安全监管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