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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关注高考作文是一种社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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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
让“湘字号”农产品卖得更好
———我省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2016年，湖南的农产品市场
可谓波澜起伏。 作为大宗农产品
的稻谷，主要依赖政府托市收购，
稻谷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启动，导
致大量早籼稻压库，全省粮食“高
仓满储”；柑橘、香芋、茭白、葡萄
等农产品相继滞销； 生猪价格大
起大落……种种市场信号表明，
我省的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畜牧
水产等都存在结构性难题， 而问
题又主要出在供给侧， 如果农产
品供给还是没有走出“多了少、少
了多”的怪圈，生产与市场脱节，
农产品就难以卖出好价钱。

2017年2月， 中央一号文件
公布， 为湖南农业发展迎来了深
刻变革的良机，为农产品走俏市场
带来了重大利好。 根据这一要求，
我省也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步伐， 着力从四个方面让
“湘字号”农产品卖得更好。

以“优”字为先
调出新型产业格局

从种植结构来看， 湖南农业
一粮独大， 经济作物的产值虽占
种植业的七成，面积却只占三成；
养殖业一猪独大， 市场需求旺盛
的牛、羊、名特优水产供给不足。
许多大路货农产品， 你有我有大

家有，旺季旺得滞销，淡季淡得脱
销。这种局面不改变，“湘字号”农
产品就难以卖到好价钱。

为此，我省将对症下药，按照
“产业链调长、质量调优、效益调
高”的目标，调出新型产业格局。
其中，粮食生产主推优质稻，2017
年高档优质稻将发展到1000万
亩，通过“良田、良法、良制”，引领
农民把田种出效益来； 经济作物
突出“优质、精细、高效”，重点围绕
蔬菜、油料、茶叶、水果、食用菌、中
药材等特色产业， 建设一批标准
化产业园区；立足特色经济作物，
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推动“湘品
出湘”“湘品出境”，提高“湘”字号
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养殖业则“稳
猪、保禽、促牛羊水产”，推广种养
互促、 种养平衡的生产模式，稻
鱼、稻虾、稻鳅、稻鳖、稻蛙等综合
种养2017年要新增100万亩。同
时，我省还将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实现环环增收。

以“改”字为先
扭转粗放生产方式

湖南的传统农业， 在生产上
存在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的问
题。 以往在过度追求产量的刺激
下， 农业生产实行的是大肥、大

药、大水的粗放式生产，不但增加
了成本、降低了效益，还浪费了资
源，影响了生态环境。

为扭转粗放生产方式， 我省
将着力推进精细农业。现在，已经
出现令人可喜的成绩： 随着种粮
大户、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
崛起， 新型农民千方百计地降成
本，主要依靠“三条腿”：其一是依
靠规模化生产经营， 一个人管理
上百亩，降低管理成本；其二是采
用机械化种地， 劳动不再“三弯
腰”，提高了耕作效率，降低了人
工成本；其三是推进标准化、精细
化生产， 节省种子、 肥料等投入
品，降低物化成本。

以“强”字为先
补齐农业发展短板

作为“杂交水稻的故乡”，我
省的农业科研创新虽一直在全国
领先，但转化率却不高，只有60%
左右。2017年以来， 我省已经采
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在洞庭湖区
实施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 让农
机“下得了田”“回得了家”；推进
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加强物联网、
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实施“互联
网+现代农业”行动，让大山深处
的农产品亲密“触网”，走出“深

闺”不愁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成为科技种田的主力军， 计划到
“十三五”末，培育持证新型职业
农民30万人左右； 省供销社推进
土地托管，为农民提供田间服务，
种粮大户既可以购买全套服务吃
“套餐”， 也可以只买单项服务吃
“点菜”。目前，土地托管服务已发
展到300多万亩，科技入田呈加快
势头。

以“好”字为先
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传统农业的粗放模式， 只取
不予的掠夺式经营， 往往导致耕
地地力下降。 据估算， 全省约有
1/4的农田灌溉水和18%的农田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面对农业资源环境频亮的
“红灯”， 我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牢牢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着力保护和治理好农
业资源环境。 其一， 留住一方好
地。 保护永久性基本农田， 建设
3316万亩高标准农田； 爱惜耕
地，实施沃土工程、有机肥代替化
肥，用地不忘养地；治理耕地重金
属污染，开展生态修复与治理，为
农业发展夯实基础。其二，留住一
汪好水。 我省将继续开展湘江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的二期工程，
如2017年在全省10座大型水库
实施退养， 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的
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治理畜
禽粪污，改良水质保生态。其三，
留住一个好环境。深入实施“百城
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工程，按照
布局美、产业美、环境美、生活美、
风尚美的“五美”要求，到2020
年，要创建2000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张尚武

6月7日刚刚考完
第一场语文， 高考作
文的题目就已经见诸
各媒体了， 同时也掀
起了“全民试写高考作

文”的热潮，更有各种声音对各地不同
的作文题目进行点评分析，一时间仿
佛进入了全民高考的状态。

其实高考作文被广泛关注已
经成为近几年的一种现象了，之所
以获得如此关注，不乏有考试改革
的因素在其中。曾经呆板平淡的作
文命题缺乏引起关注的魅力，而考
试改革促使作文命题形式变得越
来越多样化，同时由以前的“向上
飞扬”转而“向下沉潜”，越发地接
地气，紧密贴近社会、生活实际，让
包括考生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有表
达的欲望，这无疑就拉近了高考作
文与所有人的距离，并成功激发出
大家的参与热情。

社会人士热情高涨地试写高
考作文，既可视为对自身文学素养
的检测，也是一种情怀，还因为如
今高考作文命题涉及的知识体系
更为广泛，已经逐渐消弭了校园与
社会之间的距离，能让学生睁眼看
世界，也能让局外人融入其中感同
身受。虽不至于用“文章千古事”来
评价高考作文的价值，但显然它具
备了更多的温度和更灵活的形态，
可以让文化与情怀达成平衡，更为

和谐。
曾经我们对死板的应试作文

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却对高考作文
跃跃欲试， 我们不能否定这有教育
之功， 这功劳就体现在语言魅力之
美终得自然释放、 思维能力之新得
以舒展发挥。 今年的作文基本上秉
持了让每个人都有话可说的命题宗
旨，即便是一些全新的事物（如共享
单车）和政治元素（一带一路），也以
和其他事物名词搭配让考生可以选
择的方式， 避免了落后地区的考生
面对考题一筹莫展的尴尬。

古人云：“文以载道”。 载道之
文必须发乎情理、言之有据，而不
是凌空蹈虚。高考作文显然更应如
此，可以有梦想，有荣光，更应有全
民为之共鸣的现实、地气，以给每个
考生最大程度的可发挥空间。从应试
作文到成为教育议题， 再到如今的
泛娱乐化呈现， 高考作文已经不仅
仅是纸张方寸之间的封闭式操练，
而是演变成了社会对教育动向和考
试难易的评判及体验， 这种由校园
到社会的延伸体验， 形成了全民参
与的现象与文化，颇有“润物无声”
的文化教育甚至是再教育的效果。

无论是情怀还是娱乐，高考作
文都承担了一种社会期待，这种期
待在每年的关注中蓄积，直至我们
到达教育的本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两型办获悉，《长沙市
绿心地区生态补偿办法》（下
简称《办法》）已发布，从今年
6月19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
确定，在长沙绿心范围，按面
积给予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的组织或个人适当的经济
补偿。 其中长沙市财政将每
年预算安排1800万元奖励性
补助专项资金。 补助资金主要
用于绿心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修复提质等。据介绍，生态
补偿红利将惠及长沙绿心地区
近24万名群众。

哪些地方有望获补偿？

绿心地区生态补偿， 是指
因保护长沙市绿心地区的生态
环境和生态功能， 使区域内经
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在综合
考虑生态保护成本、 发展机会
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
上， 对组织或个人进行的一种
经济补偿。

《办法》明确，补偿范围包
括长沙市域内全部绿心范围，
涉及总面积305.69平方公里，
其中禁止开发区 129.88平方
公里、限制开发区 141.05平方
公里、控制建设区34.76平方公
里，包括天心区、岳麓区、雨花
区和浏阳市的部分乡镇（街道）

以及所属行政村（社区）。

怎么补？补给谁？

生态补偿坚持“谁保护、谁
受益”的原则，补偿方式分基础
性补偿、奖励性补助。

基础性补偿是对长沙绿
心范围内的林地、耕地、园地、
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
其他未利用地，按面积给予承
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组织或
个人适当的经济补偿。 补偿
标准为： 禁止开发区土地60
元/亩·年， 限制开发区土地
按40元/亩·年，控制建设区土
地按20元/亩·年。 绿心所在的
区县（市）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辖
区内的基础性补偿专项资金。

奖励性补助， 是对生态绿
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乡镇
（街道）， 在年度评估达到“合
格”及以上等次的，按照辖区范
围内绿心保护面积的实际大
小， 依据相关标准给予一定的
资金补助。 凡符合奖励性补助
条件的乡镇（街道），评估年度
生态考核评估等次为“优秀”的
乡镇（街道），按照绿心区域面
积实际大小给予每平方公里6
万元的补助；年度生态考核评估
等次为“合格”的乡镇（街道），按
照绿心区域面积实际大小给予
每平方公里4万元的补助。

下列情况不予补偿（补助）

同时，《办法》 明确了不予
补偿（补助）的情形。

生态补偿对象（包括组织
和个人） 因破坏绿心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受到有关
部门追责的， 且没有按期完成
整治及恢复生态的， 当年不得
获得生态补偿。

评估年度内有以下违法违
规行为且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行
政村（社区），当年不予享受奖
励性补助资金支持： 非法侵占
林地、 改变林地用途、 毁林开
垦、盗伐滥伐，一次三亩或全年
三起以上， 以及盗伐滥伐林木
三立方米以上， 造成林地原有
植被毁坏或污染， 限期整改不
到位的；非法采矿、采石、采砂、
取土， 一次五亩或全年三起以
上，造成原有植被毁坏或污染，
限期整改不到位的；非法侵占、
填堵（埋）河道、沼泽、湖泊和水
库等水域一次五亩或全年三起
以上的， 在河道内采砂（含洗
砂）全年三起以上，限期整改不
到位的； 辖区内新增非法用地
建设行为的， 合计非法建设用
地10亩以上， 限期整改不到位
的； 辖区内存在其他严重破坏
森林植被现象， 且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的。

■记者 陈月红

长沙绿心地区生态补偿惠及24万人
今年6月19日起正式实施，每年预算安排18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