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元九五折后
“四舍五入”还是10元
督查组督查江西ETC
优惠政策落实不力现象

为积极推动ETC安装使用，为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创造条件，交通运
输部今年5月印发通知， 明确要求自
2019年7月1日起， 严格落实对ETC用
户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
策。 但在江西，ETC用户10元通行费打
完九五折后又被“四舍五入”成10元。国
务院第七督查组日前对这项惠民政策
进行了实地督查。

9月6日，国务院第七督查组驱车从
南昌市出发，来到70余公里外的共青城
市。 当车驶出ETC专用收费通道时，电
子屏上显示的收费金额是29元。收费站
工作人员说，这段路程不走ETC通道通
行费是30元。 督查人员计算，30元打完
九五折后应收28.5元，但被系统“四舍
五入” 收了29元。随后，督查组又从共
青城市前往德安县，原价10元的通行费
ETC折后依然收费10元，没有享受到任
何优惠。

对此，督查人员以车主的身份致电
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中心询问，客服人
员答复，计费是按“元”取整数收的，有
些优惠无法体现出来。

针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江西省交
通运输厅表示， 将立即与有关部门会
商，明年元旦前将ETC计费单位由整元
变为分。 ■据新华社

9月8日，第六届海归论坛在长沙开幕，120余名海归人士参加。 记者 石芳宇 摄

本报9月8日讯 今天上午，第
六届海归论坛在长沙开幕。全国政
协常委、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闫小
培，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
席、致公党省委主委胡旭晟出席。

闫小培指出，本次论坛借助致
公党独特的“侨”“海”资源，助力湖
南省人才引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衷
心希望通过论坛的成功举办，广泛
引导海内外力量参与湖南打赢脱

贫攻坚战和推动“一带一部”战略
实施，在促进国家发展、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

张剑飞指出，湖南是干事创业
的好地方，也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
的地方。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要求，全力推
动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定
了一系列包括芙蓉人才计划等在
内的吸引海归人才的政策，海归人
才回国服务大有可为。希望更多的

海归人才来湘创业、工作，参与湖
南改革发展。

论坛由致公党中央留学人员
委员会、致公党湖南省委、省政府
侨办、湘江新区管委会、省侨联、湖
南欧美同学会·湖南留学人员联合
会联合主办， 邀请了120余名海外
高层次人才参加。 现场还进行了7
个项目签约。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陈端义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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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方面 对2020
年底前新建、 改扩建种猪场、
规模猪场（户）和禁养区内规
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
予适当补助， 支持动物防疫、
粪污处理、 养殖环境控制、自
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2019
年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资金规模，重点支持生猪生
产发展、动物疫病防控和流通
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 种猪场、
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
31日，在延长期内，将符合规
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
建、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
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 自2019年5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暂
时 将 能 繁 母 猪 保 额 从
1000-1200元增加至1500元、
育肥猪保额从500-600元增

加至800元， 鼓励具备条件的
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续开展
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 扩
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项目实施范围，2020年择
优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
万头以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补贴补助方面 2019年
实施生猪良种补贴，补贴标准
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不超过40
元；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
费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
每半年结算发放一次，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市要
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
到位；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
用， 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保
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
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
难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市
财政承担比例。

本报9月8日讯 9月 7
日至8日， 由国家农业农村
部、湖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
武陵山区贫困地区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在湘西州举
行。7日上午， 来自湘鄂渝
黔边区的213家“农字号”
企业与来自全国的 318家
客商的“相亲”活动正式上
演。现场，21家采购商与武
陵山片区农产品生产主体
签订产销协议，签约总金额
8.1亿元，涉及茶叶、柑橘、
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

龙山百合、保靖黄金茶、
松柏大米……会场周围的宣
传推介区，来自湖南、湖北、
贵州、重庆4省市边区的优质
农产品宣传展板赚足“眼
球”。早上7时30分，展会已经
开门迎客，除宣传推介区外，
4000多平方米的展区还设
立了综合形象展区，180个地
方农业产业成果展示和产品
展销区。

“刘大姐，把你们公司的
油辣椒和我们公司的黄牛肉
来个合作， 你代加工我们公
司的牛肉酱， 口感肯定好。”
龙山县刘大姐土家特色食品

有限公司的展位， 与湖南青
禾畜牧有限公司的展位背对
背挨着，展会开始前，两家公
司负责人在闲聊中达成了初
步合作协议。

湖北省展厅前， 恩施爱
森生态富硒农业集团负责人
朱永红正给武陵山地区“代
言”：整个武陵山地区，都是
富硒地区， 应该共同把富硒
农产品做得更好、名气更大。

据悉，本次活动聚焦“振
兴产业·助力脱贫” 主题，主
要是搭建贫困地区特色优质
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着力
推介武陵山片区“生态、有
机、富硒”优质农产品品牌，
促进武陵山片区及湖南湘西
地区优质农产品与市场的有
效衔接， 助力武陵山区贫困
地区精准脱贫。

活动期间， 湘西州还举
行了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
会， 湖北恩施州， 贵州铜仁
市，重庆市有关县区，湖南邵
阳市、怀化市、张家界市等分
别开展地方特色农产品推介
活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17条硬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包括允许生猪养殖使用一般耕地、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每半年结算发放等

运输方面 从2019年9月
1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
及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 在 2019年 9月 1日至
2020年6月30日期间， 对整车
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
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抵押贷款方面 在辽宁、
河南、广东、重庆开展土地经
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
械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具备生
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
的地区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

控原则，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
体抵押贷款试点；对符合授信
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
种猪场（地方猪保种场）、生猪
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
不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

农机方面 将全国农机
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的
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机具
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省级补
贴范围，对生猪养殖场（户）购
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
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
应补尽补。 ■据新华社

养殖用地方面 生猪养
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合理
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
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
平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
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
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
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
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
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
等设施用地需求。

禁养区划定方面 依法

科学划定禁养区，国家法律法
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
养区划定依据；开展禁养区划
定情况排查，立即整改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形；
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策支
持，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
规模化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
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畜
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
批， 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
给予合理过渡期， 严禁采取
“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近期，猪肉供给和价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记者9月
8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8月31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
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
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17条政策措施支持生
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以
下几方面。

能繁母猪保额暂时增至1500元

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恢复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第六届海归论坛在长沙开幕

借助“侨”“海”资源，引人才促发展

武陵山区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举行
213家“农字号”企业湘西州“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