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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
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
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
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
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
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报记者 张湘河

绵延千里的武陵山， 高踞云贵高原
东缘，西南山区特有的青翠山色，描绘着
我国内陆跨省交界最大少数民族聚集区
的险峻秀美。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陵山片
区中心。这里，贫困是最大的州情。虽然以温
饱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已大幅减少，但按照
国家新的贫困标准测算，全州尚有贫困人口
85.04万，占农村总人口的52.8%。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自治州考察。考察中，他强调，扶贫要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下大功夫精准扶贫
自治州在精准扶贫上下了大功夫。
进一步突出扶贫重点。按照“集中布

局、连片开发、整村推进”原则，大力推进
凤凰腊尔山、保靖吕洞山等4个集中贫困
片区和100个重点移民村的扶贫攻坚，积
极探索中高海拔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
新路子， 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积累实
践经验。

进一步完善扶贫方式。深入推进农村
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 扩大扶持
面，力争全覆盖。深入实施百万农民集中
大培训工程和500个贫困村农副产品销售
窗口建设工程。近5年来累计培训农民200
多万人次， 开展劳务技能培训20多万人
次，使80%的农村劳动力基本掌握1至2门
农业生产实用技术，外出务工人员至少掌
握一项劳务技能。 积极探索城乡联动扶
贫、企业联村扶贫、生态移民扶贫、素质扶
贫、市场化扶贫等新方式，提升扶贫效率。

进一步精准扶贫措施。 按照“户有
卡、村有册、乡有簿、县录入”的要求，全
面建立扶贫台账。启动实施“万名干部结
对帮扶万户贫困家庭”扶贫行动，着力在
1184个贫困村扶持21万名扶贫对象脱贫
致富。重点围绕生活帮扶、产业帮扶、技
能帮扶，为贫困群众“量身定做”个性化
扶贫措施， 真正把各项扶贫政策和资金
落实到具体项目，落实到每家每户。

988名干部进驻252个扶贫点
精准扶贫，考验着每个干部的“认真”。
“拟提拔的干部必须具备建整扶贫

工作经历，没有的，在两年内补上”。
1000个单位“一对一”帮扶1000个

扶贫村，“村里不脱贫、单位不脱钩”。
“领导联点、单位包村、队员驻村、干

部扶户”，整村推进扶贫工作。
从副处级后备干部或副处级干部中选

派人员，驻村担任108个重点移民村党支部
第一支书，与单位工作脱钩……

这一个个新举措，彰显着州委、州政
府扶贫攻坚的坚强决心。两年多来，自治
州已派出988名干部进驻252个扶贫点，

“一双胶鞋、一件雨衣、一顶草帽、一把电
筒”成为他们的必备装备。

走出可持续脱贫致富新路子
精准扶贫，就要可持续发展。
自治州明确提出：把扶贫开发与生态文

明建设结合起来，围绕把湘西打造成国内外
知名生态文化公园，实施“绿色湘西”工程，
走出一条可持续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积极推进生态移民工程。 盯紧看牢
原生态自然景观， 依特殊地形划定永久
性生态保护区，投入资金5.88亿元，鼓励
和支持自然保护核心区、 自然条件恶劣
村寨实施了集中搬迁，14700多人放下了
砍柴刀，走出了深山坳。

大力实施退耕还林生态工程。目前，
退耕还林工程已覆盖全州158个乡镇
1965个行政村， 涉及39.8万农户162万

人。 退耕农户累计获得钱粮补助户平
9418元、人均2314元。完成退耕还林工程
建设计划任务412万亩。在退耕还林工程
阶段验收国家重点核查中， 全州面积保
存率达99.9%，成林率达95.4%，成效居全
省前列。 全州森林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
前的59.4%提升至66.86%。

大力实施农村新能源工程。 全州共
修建沼气池17.5万户， 改造及兴建节煤
灶18.9万户，推广太阳能热水器1.8万台，
完成39处小型沼气工程及7处大中型沼
气工程建设。 开发建设小水电代燃料项
目49个， 解决了30%农户的生活用能及
部分生产用能问题。

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重
点对小流域的水土林草进行综合治理。
目前，全州已先后投入1.8亿元，综合治理
小流域151平方公里；投入1.2亿元，综合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平方公里。水土流
失面积比例由1997年的33.4%下降到目
前的26.5%……

本报记者 张湘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自治州视察，就如何搞好
扶贫开发、 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等作
了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
托，全力打好新阶段扶贫攻
坚战，是自治州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期最重要的战略任
务、 最宏大的民生工程、最
紧迫的政治责任。 ”采访一
开始，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
专便直奔主题。

叶红专说，自治州要突
出精准扶贫，做到“三个进
一步瞄准”。 进一步瞄准扶
贫主要目标。 2020年全州
农村贫困发生率控制到4%
以内，贫困人口减少到10万
人以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长到1.1万元， 基本公共服
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
有效扭转，基本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一步瞄准扶贫重
点地区，努力做到“扶持一
片、脱贫一片，扶持一个村、
脱贫一个村”。 进一步瞄准
扶贫重点对象。对有劳动能
力、 开发条件的低收入群
体， 主要采取开发式扶贫；
对鳏寡老人、“两后生”孤
儿、因灾因病因残致贫人群
等特殊贫困群体，主要采取

救济式扶贫。
叶红专介绍，自治州要

突出重点任务，全力抓好扶
贫开发三件大事。一是因地
制宜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努
力让所有贫困村都有脱贫
致富支柱产业覆盖。二是统
筹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有效整合各种扶贫资源，采
取项目化运作、工程化推进
的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三是加
快农村教育发展。着眼于从
源头上打破贫困“循环累积
效应”，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切实把发展教育摆在扶
贫开发工作更加突出位
置。

突出改革创新，拓展扶
贫开发新途径。把扶贫开发
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市场化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把扶贫
开发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结
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把扶贫
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
起来，围绕把自治州打造成
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大力开展城乡同建同治，深
入实施“绿色湘西”工程和
易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引
导帮助农村群众改变生产
生活方式，提高现代文明程
度，走出一条可持续脱贫致
富的新路子。

扶贫，硬是要扶到最需要的地方。 以
前我们这里的公路坑坑洼洼，蜜橘0.6元1
公斤没人上门收。 自从通了水泥路，客商
每天上门收购，价格翻两番，再也不愁卖

不出。
———保靖县清水乡鸭坝村村民

田仁朝
青山绿水是子子孙孙用不完的财

宝，2013年， 在驻村扶贫干部的帮扶下，
我在深山老林里养殖蜜蜂58桶， 按照市
价计算，收入超过5万元。

———龙山县洗车河镇牙龙村 彭代明

干部住到了寨子里， 老百姓的心就
踏实了。

———花垣县补抽乡大本村
龙桂显

《决定》摘要

“精准”扶贫脚步铿锵
湖南实践 高端访谈

牢记总书记嘱托
———访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

群众热议

矮寨大桥晨曦。 向民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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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领导带头，树

起标杆，就能关口前移、措施前置。 今天，
面对各项复杂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 ，一
把手要求高、抓得紧、管得严，党员干部
便会落实快、效率高；面对群众诉求 、利
益关切， 一把手若是高度负责、 认真对
待，党员干部便会积极响应、排忧解难 ；

同样，面对各种沉疴已久的刁难症、折腾
病、懒散风，一把手若是直面问题、下狠
手、出重拳，党员干部便会坐不住、主动
整改。

一把手的垂范，是应有的责任担当。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有一个

这样的感人细节———1966年邢台地震 ，
周恩来总理慰问受灾群众时， 特意请群

众转过身来， 背风站立， 自己迎着风讲
话。 姿态的变化中， 蕴含着对人民的敬
畏、对群众的深情、对权力的自律。

当前， 省纪委在全省党政机关中开
展整治“庸懒散”专项活动，旨在以治庸
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 ，
密切血肉联系、造福人民群众。 在此次专
项活动中， 各级党政机关一把手更要率

先垂范，增强宗旨意识，坚守为民本位 。
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 、价
值导向、责任担当。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 一把手带头，引领整个干部队伍
风清气正， 就一定能够凝聚起7000万湖
南人民的磅礴力量，谱写好“中国梦 ”的
精彩湖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