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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逐梦“绿富美”，代表委员怎么看

生产生活方式“绿”起来才是真小康

�������近期， 湖南两会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各大政事、社会热点、
民生相关将被纷纷提上议程。“三
农问题” 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
中之重，历来都是两会重点，随着
信息消费渐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大背景下,“农村信息化” 的建设
和推进更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

笔者了解到，作为省内最大的
宽带基础业务运营商，中国电信湖
南分公司在各方期待下独家承建
了“宽带乡村”示范工程，目前，一张
无处不在的高速网络，已在三湘四
水铺开；上千种智慧应用、无所不
能的智慧生活，已深入到广大农村
腹地。 农村电商、农民办事不出村、
手机定位监测火情等各种一体化
服务正迅速地在农村延伸。

按照规划，到 2016 年底，湖
南将实现 100%行政村通宽带，
12M宽带覆盖率达到 100%，宽带
用户普及率达到 40%。

铺就农村现代化生活
1 月 16 日，是衡南县泉湖镇

凤山村村民的大喜日子， 该村全
面开通光纤宽带和高清电视，“终

于可以和城里人一样， 享受高速
宽带网络服务了。”当地干部群众
交囗称赞， 电信为百姓办了一件
大好事。凤山村位于衡南县西部，
受地理条件限制， 该村一直没有
普及宽带网络。 顺应凤山村民迫
切要求， 衡南电信对老化通信线
路进行了提质改造，首批有近 40
户村民开通并享受到了光网带来
的信息化新生活。

凤凰县村民田叔华由于家
境贫寒，初中毕业便在家务农，宽
带乡村项目实施以来， 田叔华给
家里安装了网络， 并通过网络学
习农、林、畜等农业新科技知识，

现在的他不仅种植技术迅速提
升， 还将监控视频引入到生态果
园和养殖场，进行日常管理，过去
粗放式的生产方式瞬间与现代化
实现无缝接轨。

这只是湖南电信“宽带乡
村”项目惠及农村的部分缩影，随
着宽带乡村工程的推进， 未来一
段时间，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偏远
乡村连接互联网， 畅享信息新生
活。 “宽带乡村目的就是要让现
代信息新生活惠及广大农村群
众， 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信
息时代的方便与快捷。”湖南电信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村民致富架金桥
宽带高速之路不仅将农民

与外面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更引
领着广大农村脱贫致富。

1 月 7 日，江永县政府、搜农
坊联合启动“互联网 + 年货”的
首发仪式，该县的香柚、香芋、香
姜、 香米、 香菇等五香特产通过
“网络” 正源源不断地走向全省、
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背后做支撑的便是“宽带
乡村”项目。“借助互联网平台，江
永的特色农产品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宽带乡村’ 的实施更是让我
们如虎添翼， 三个季度的电商销
售产品总收入达 7.5 亿元”，江永
县相关人员介绍。 据悉， 该县从
2014 年起， 就将电商发展作为
“宽带乡村”建设、便民惠民的有
力抓手， 名优特色农产品通过互
联网平台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光纤入村， 农产品上网后带
来的好处， 长沙黄兴新村村民李
顺也深有体会。“2000 公斤西瓜
20 天内卖光、紫胡萝卜去年销售
1 万斤，排名全国第一，半年的销
售额达到了 200 万元。 ”李顺说。

这些都离不开宽带乡村工程的帮
助， 得益于免费升级的电信光纤
网络，做电商更便捷了。

业内人士指出，“宽带乡村”
工程是真正的惠民工程， 给村民
带来的不只是网络信息的畅通，
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激活了农村经济活力，
为村民带来了致富之路。

■杨田风

湖南电信两会献礼之一：

湖南电信为农村电商架金桥
“宽带乡村”成“精准扶贫”利器

�������互联网拉近了时间、空间上
的距离，得益于“宽带乡村”项目
的实施，“一根网线”所到之处牵
出了无限可能。

在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村民
杨立国在网上填好预约申请表后，
一天时间便将证明办理好了，这如
果换在以前， 需几天时间才能办
妥。这份便利得益于“宽带乡村”带
来的创新，该乡镇通过充分运用通
信和网络平台，将党委政府的所有
职能综合到便民服务中心，便民中
心一村一设，实行便民服务全程代
理制， 让老百姓不出村就能办好
事。 在桂东县，新建的森林防火调
度系统为 200多个护林员配备了
定位调度手机，对监测、定位森林
火情火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未
来， 我们可以期待，“宽带乡村”还
将带来越来越多的美好。

链接

宽带乡村带来的智慧
生活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祝湖南两会胜利召开

持续发展绿色GDP

何为“绿富美”，与GDP有什
么关系？

“‘绿富美’ 包含了GDP，但
GDP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绿富
美’。它们既有相互的联系，也有
很大的区别。”马石城介绍，在增
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计入了非
绿色的GDP。真正的GDP也应朝
绿色方向发展，让无效GDP从现
有统计中剔除，才真正反映“绿
富美”建设的成果。“绿讲的是
一种发展主题， 富是财富的增
加，美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感觉
到快乐。”

“我个人理解‘绿富美’是个
统一体， 应该说绿色的才有可能
是富裕的， 同时也才是美的东
西。”朱国军表示，结合张家界来
讲，绿色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是
可持续的。只有坚持可持续、绿色
的发展， 才能真正达到富裕的目

的，不然我们就会变成掠夺资源，
最后是人类自我毁灭。 对张家界
来说，最大的资源是它的生态，最
大的卖点是它的环境， 最好的发
展是对它的保护。

加强环境检测能力

“十二五”期间，我省环境保
护与治理做了很多工作， 如湘江
母亲河治理、农村清洁工程等等，
从工业污染到农业污染都进行了
一些治理。“十三五” 期间该如何
继续加大治理力度？

马石城说，空气、水的质量是
什么样子？过去只注重工业污染，
后来发现， 农业污染也很厉害。
2015年民进湖南省委做了这方面
的工作， 提供的重点提案就是建
议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有了详实的数据基础才能够
选择路径。譬如衡阳、永州有很多
的生态种养模式，将水稻、鱼、虾

综合一起种养， 把虾养活就不能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又能增加每
亩的经济效益。

环境治理的最终目的， 是为
了达到“绿富美”的生态环境，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罗平表示，这几年株洲市委、
市政府对工业城市的治理力度非
常大， 如清水塘工业区企业的关
停并购，对湘江母亲河的治理等，
确实对株洲的空气质量有大的提

升。 但在治理的同时也还存在一
些问题：中小企业的侥幸心理、一
些居民不好的生活习惯。今后，治
理雾霾还要加大力度。

“作为全国‘两型社会’试验
区中的一个社区， 地处在长株潭
的绿心， 高塘社区将对农村所有
的污水进行分离， 牲口搬迁。”罗
平表示， 参照两型社会建设总的
提纲、要求，做好我们的绿心保护
工作。

“十三五” 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 省委在
《关于制定湖南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中指出，坚
持绿色发展，建设两
型生态新家园，开启
了湖南逐梦“绿富
美”的新征程。

25日，本报邀请
多名代表、 委员就
“民生热问”———“绿
富美” 展开访谈，并
畅想5年之后，“十三
五”规划给我们绿色
生活带来的改变。

■记者 张文杰

●省人大代表、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国军
●省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马石城
●省人大代表、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高塘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罗平

1月24日，马石城委员（左二）、朱国军代表（右二）、罗平代表（右一）在
“向上，新湖南”会客室接受访问。 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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