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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增!湖南谷仓全国最满
我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记
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大会将热情欢迎中
外记者采访。

希望采访十八大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记者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可分别
通过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台湾记
者可向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
请；外国记者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外使领馆提出申请，外国驻港澳记者可
通过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外
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提出申请，外国
驻华记者可通过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
请。受理采访申请的时间自2012年10月
9日起，到2012年11月2日止。

据了解， 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大
会，十八大期间将在北京设立大会新闻
中心。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十
八大的中外记者。

本报10月8日讯 今天下午，湖南省
新农村建设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发
布会介绍，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农村
呈现出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
加、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农村社会稳定
和谐的良好局面。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
长、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戴美湘
发布新闻，省委外宣办主任、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主任孔和平主持。

【农业生产】粮食总产实现八连增
自2009年我省粮食总产突破600亿

斤大关以后， 湖南连续三年总产保持在
600亿斤以上，到去年为止，连续实现八连
增。

2011年，全省粮食增产18.4亿斤，总
产创历史最好水平， 居全国第九位，其
中稻谷居全国第1位。同年，全省油菜籽
产量183.9万吨， 比2007年增加64.95万
吨。油茶生产面积、茶油年产量、油茶产
业年产值等均居全国第一。棉花、柑橘、

茶叶等产量保持稳定。

【收入速增】人均纯收入6567元
2011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567元，比上年度增长16.8%，比2007年
增加2662.7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3240.81
元，比2007年增加1528.5元，家庭经营性
收入2725.2元，比2007年增加761.29元。农
民工资性收入从2010年开始正式取代家
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
源。

【基础设施】乡村公路18万多公里
自2006年湖南省开展新农村建设工

作以来， 全省建成乡村公路18万多公里，
100%的乡镇 、99.8%的行政村通公路 ，
99.7%的乡镇、86%行政村实现了主干道
硬化。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245处，解
决了1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

行政村第二期农网改造全部完成，第三
期农网改造的“扩容提质”全面展开。

【民生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
仅“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153.4亿元，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实行全免，64万个家庭经济
困难的寄宿生得到生活补助。农村“新农
合” 覆盖率达97.24%， 新农合筹措资金
184.66亿元，累计补助8211万人次，覆盖
率和补助率均居全国第二位。同时，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试点县市区已达96个。

【乡风文明】村务公开率达98.3%
目前， 湖南省农村民主决策制度日趋

健全，“四议两公开”普遍推行，全省村务公
开率达98.3%。全省已建成100多个县级图
书馆、2000多个乡镇文化站、35000多个村
级卫星接收系统服务点， 各类文化团体年
送戏下乡达1万多场次，全省涌现出一大批
“村民富、村庄美、村风好”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雷倩茹

———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5年，又一个崭新的起点。5年来，我省在经济、
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日起，本报
将权威关注15场新闻发布会，从教育、农业、经济、
法治等各个角度展示这些喜人的成果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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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党的十八大
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近日一条“山西太原一商家中
秋请环卫工人吃鲍鱼” 的新闻在网
络上发布后， 引起国内外多家媒体
转载与网友的热议， 网民对此褒贬
不一。对此，活动主办方山西豪门吉
品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上官军乐8
日对记者表示， 环卫工人身处城市
一线，披星戴月地清洁，美化城市，
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社科文
献出版社近日发布《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
媒体发展报告(2012)》：2011年以来，中国微
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微博用户量暴增，中
国已经成为微博用户世界第一大国。 据中
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11年12月，中
国微博用户总数达到2.498亿， 成为微博用
户世界第一大国。

2010年曾被誉为“中国微博元年”，微
博客的异军突起使微博成为倍受追捧的舆
论阵地。仅仅两年时间，中国的微博用户总
数已居世界第一， 除了人口基数庞大的原
因之外， 更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科
技文明的高度适应性， 以及在此过程中迅
猛发展起来的表达意识和需求促使着微博

用户的激增。 微博的活力体现在它广泛的
共享性与迅捷的互动性上， 在社会学意义
中，它主要是凸显人际圈的影响力，因此有
人称之为“熟客经济”。当然，这只是微博功
能的一个层面， 当社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状
态，例如转型期，那么，微博这种舆论生成
阵地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民众进行意见表达
的传播平台。

近两年发生的社会大事件，无一遗漏地
在微博上展开了疾风暴雨式的传播，同时在
传播的过程中又衍生出各种意见及思考，更
是对事件的发展或处理起到强有力的影响。
2010年9月， 发生在江西宜黄的一起强拆事
件被微博直播， 迅即引发了最大范围的关
注，在舆论的强烈围剿下，该地方政府的一、

二把手均被免职。而备受争议的“药加鑫案”也
因微博力量的介入， 对司法判决起到了较大
影响，随着政务微博的增多，政府及官员的决
策或行为越来越被公众关注，有官员曾坦言目
前在微博上是“官不聊生”。

某知名媒体人曾因微博现象而提出一个
观点“围观改变中国”，在公众影响力尚弱的
当下， 微博的开放性及低门槛使每个人都成
了媒体人，在这个平台上，人们表达意见的权
利均等。 当一个事件能够胶着绝大部分人的
目光， 那么这起事件的处理过程便自然需要
考虑民众的意见，曾经的“明修栈道，暗渡陈
仓” 的处理模式在不可阻拦的信息传播平台
上难再施行，民众曾经的“静态等待”事件结
果演变成微博中的“动态监督”，在被动与主

动的转化间， 微博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态度
宣告“表达时代”已不可抗拒地到来。

当然也有人担忧微博传播中的负面作用，
例如传播谣言和暴戾情绪。去年，微博上谣传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去世，原发微博短短时间便
被转发上万，让不少人信以为真。而发生在今
年7月的“微博约架事件”，也让人看到公共传
播领域中极易形成风气的粗暴行为模式，这些
不良因素自然需要制度规约，以儆效尤。

“微博用户总数第一” 的数据或许没有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般让人兴奋，但在一
个习惯了长期以来“自上而下”地听命服从的
社会，微博的出现让我们逐渐习惯着“自下而
上”的意见表达，而这才是“第一”的价值所
在。 ■张英

不可抗拒的“表达时代”已经到来都市快评

要闻快报 一闻百见

环卫工人辛苦 商家请吃鲍鱼

网友“sor利市”：请吃鲍鱼不如给环卫工人发钱，发钱更实在。
网友“kjh_st”：就算是发几百元，他们也舍不得去享受一下，体验也很重要。
网友“jhe吉利”：这事是商家的炒作秀，不如发一些更实惠经济的米面油。
网友“je老大”：不管什么目的，至少人家做了，环卫工人也实实在在吃到了。
网友“okktn”：做这种事也未必是为了炒作，有可能的确只是出于善心。
网友“o_o耶耶”：就算是炒作也觉得很不错！久违了的被关注、被理解、被尊重。
网友“ohr煌煌”：做善事与做“鲍鱼”的餐饮公司形象结合在一起，创意很完美啊。

本报10月8日讯 今天是中秋、
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先
后来到省湘绣研究所、沙坪湘绣产业
园、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等文化
单位，就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
革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省领导陈润
儿、许又声、易炼红参加调研。

周强指出，改革带来活力，改革
造就人才。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形式、方

法和手段，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品牌，焕
发活力， 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文化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 调动广大艺术工作者
的创造力，出更多精品力作，实现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推动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顺应人民群众对文
化发展的新期待，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
化产品消费的需求。 全省各级党委政
府要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 为文化
单位改革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

■记者 陈亚静 冒蕞

周强调研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深化改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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