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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柳德新
通讯员 李学军

“王书记，想请您春节前再来给我们讲讲党
课，好不好？”1月26日，省地税局驻涟源市湄江镇
黄罗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郭秀胜， 又一次向长沙
县黄垅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再德发起约定。

黄罗村距涟源市区42公里，农民人均纯收
入不到涟源市平均水平的一半，属于省级贫困

村。 全村共320户，贫困户就有43户。
2015年4月，省地税局帮扶工作队进驻黄

罗村开展扶贫，工作队队长郭秀胜担任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进了村，郭秀胜和队员梁鹏调查
发现，因矛盾积累，村民对村支两委不信任，对
村务工作不支持，村内党员也是有话不敢说。

扶贫，首先要重塑党员形象，发挥党支部
在扶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摸清村民思想“底子”的基础上，工作队

以加强党支部建设为抓手，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
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组织党员学习
中央、 省里关于扶贫开发的系列重要精神，在
全体党员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发动团支部、
妇委会、老年协会等，开展扶贫政策宣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农村百名优秀支
部书记带头人、长沙县黄垅新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王再德的党课在村里引发不小“震动”。受工
作队邀请，王再德生动、细致地讲述了他如何
带领黄垅新村，从一个贫困村转变为一个年产
值超10亿元的现代化美丽乡村的艰辛经历，让
村支两委、党员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 大家都
自觉把自己摆进去，纷纷表示要敢于担当,在脱
贫攻坚中带好头。

补足精神之“钙”，村支两委班子重新焕发
活力，黄罗村脱贫之路日趋宽广：投资128万元
建设1.7公里村级公路完工；安全饮水工程完成
设计，2016年初就将开工；60岁以上老人及患
病群众125人享受义诊，并获得免费药品。

工作队还摸索出一条“走出扶贫村扶贫”
之路： 主动联系本村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鼓
励他们采取“一对一”帮扶方式，带领村里贫困
户“走出去”创业。 2015年，全村达成“一对一”
帮扶25对，115人走出黄罗村创业。

工作队还从长沙引进蓝莓科技有限公
司，在村里建设蓝莓采摘基地，组织贫困户
以“土地+扶贫资金+小额信用贷款”等入股，
开展产业扶贫。 村里贫困户踊跃报名参与，
迈开了脱贫攻坚的大步！

� � � �贫困户周贵良的笑脸， 得益于我省正在形成脱贫攻坚
的“大合唱”。

各级党委、政府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
手上，扶到根上，暖到贫困乡亲的心窝。 14个市州都出台了
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 累计增加扶贫投入6亿多
元，增幅达128%。 省直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参与扶贫开
发，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省农委、省农村信用联
社等26个省直部门围绕扶贫攻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在政策、资金、项目上向贫困地区倾斜。

我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
常规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工程，更多的贫困户绽开了笑脸。
2015年，近5万户贫困户圆了安居梦，比上年增加3万户；坚
定“资金跟着扶贫对象走、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和扶
贫对象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
走”产业扶贫新路子，实施省级重点产业项目76个，直接带
动30多万贫困户增收；省扶贫办、省农村信用联社推广“免
担保、免抵押”的贫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在97个县开展金
融产业扶贫试点，79万贫困户已获141亿元授信额度， 其中
3.68万贫困户已申请13亿元小额信用贷款发展生产； 实施
“雨露计划”，帮助2.87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完成职业学历教育
并实现就业；在17个贫困县开展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直接帮
扶贫困户1.7万户；启动“万企联村、共同发展”和“村企共建”
项目，6700余家企业与9800多个行政村合作对接， 受益贫
困人口200多万人……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在以“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脱贫攻坚战中，没有比贫困户
笑脸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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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笑脸
最美的风景
———2015精准扶贫的湖南故事

春运中的这5天
长沙地铁2号线
延时运营至23时30分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镁铭) 记者今日从高铁长沙南
站获悉， 春运期间， 长沙地铁2号线将有
5天延长运营时间至23时30分， 以方便
旅客便捷乘坐高铁。

这5天分别为2月6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关注
车站公告和广铁集团微博微信， 获取最
新车次信息。

除夕乘飞机，
有饺子吃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除夕当天（2月7日）乘飞机出行的旅客有
口福了。 记者今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
春节期间的航班将为旅客提供水饺等年
味十足的餐食。

据厦门航空湖南分公司介绍，2月7日
（除夕）至9日（初二）3天，厦航从厦门、福
州、泉州飞长沙的航班上，将为旅客提供
水饺、烤纳豆年糕、红枣年糕等特色美食。

记者从东海航空获悉，2月7日当天，
该公司从深圳飞长沙的航班将为旅客提
供水饺等美食。

7市电网
启动雨雪冰冻
黄色（III级）预警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3日，
全省高寒山区将迎来新一轮雨雪冰冻。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今天发出通知， 自1月
30日18时起，娄底、邵阳、怀化、永州、郴
州、株洲、衡阳7市电网启动雨雪冰冻黄色
（III级）预警。

根据预警方案，各相关单位实行24小
时值班，密切关注电网冰情发展，一旦出
现线路覆冰，将及时实施融冰措施，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雨雪重返
湘北局部中到大雪，山区有冰冻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省气象台预计，1月30日开
始至2月3日， 全省将有一次雨雪过程，湘
北局部中到大雪，高寒山区有冰冻，最低
气温将降至零摄氏度左右。雨雪冰冻齐上
阵，驾车出行请谨慎小心。

具体预报为，1月31日湘北有小到中雨
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湘中以南
局部中到大雨；2月1日至3日， 湘中以北大
部分地区有小雨夹雪或小到中雪， 湘北局
部中到大雪，湘南局部中到大雨，山区有冰
冻；2月4日至5日天气逐渐好转，气温回升。

气象部门提醒， 目前正值春运期间，
各地交通客流量较大，相关部门需采取措
施加强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交通枢
纽、干线的安全管理和疏导工作，山区需
防范局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各
地需防范雨雪及道路积雪、 结冰等对春
运、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黎娟

1月25日，新湖南客户端“票选2015湖南年度十大热词”揭晓，“精准扶
贫”居十大热词之首。 网友评价：这个词，最关民生，所以滚烫。

“挖穷根”“改穷业”“挪穷窝”“脱穷境”“换穷貌”……2015年，我省
51个贫困县人均GDP达20799元，比上年增长8.8%；预计全省减少贫困
人口110万人，到2015年底全省贫困人口总数降到465万人，贫困发生
率降低到8.2%。

2015精准扶贫的湖南故事，铭刻在每个湖南人的心中，温暖着每个
贫困群众的心窝。一张张贫困群众开心的笑脸，是对精准扶贫故事最好
的讲述。

� � � �贫困户杜晓冬的笑脸，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
央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精准扶贫正在落地生根。

扶贫开发，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也越需要高位
推动。 2015年，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扶贫
工作达9次，省委、省政府召开有关扶贫会议达10次。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分
别10余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副省长戴
道晋等省领导，都多次深入贫困村，指导精准扶贫。

密集调研形成科学决策，省委、省政府发出了脱贫攻坚
的“总攻令”。 2015年7月20日，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扩大）
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
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强调坚持全党动员、全民参与，举全
省之力、集全民之智，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抓住关键少数。省委举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开发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传导责任压力；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出台《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意见》，从必须作为、禁止作
为、提倡作为3个方面，坚决刹住穷县富衙、戴帽炫富之风；改革
贫困县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发动绝大多数。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的《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把扶贫开发纳入法治化
轨道，重点解决脱贫攻坚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
何退”等问题。 同时，明确省、市、县、乡、村五级扶贫工作职
责；鼓励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自力
更生，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

目前，我省正在抓紧构建“1+10+17”的脱贫攻坚政策
支撑体系（“1”即1个目标指南，“10”即10个方面的保障措
施，“17”即17个行业部门的专项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年度
计划），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

� � � �贫困户王文强的笑脸，得益于阳光雨露正在洒
向每个贫困角落。

根据省委安排，从2015年9月起，全省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一进二访”活动。到当年11月底，
全省有63万名党员干部在“一进二访”中与193.2万
户贫困对象“结穷亲”， 实现所有贫困户结对帮扶
“全覆盖”。

对于精准识别出来的8000个省级贫困村，
2015年4月起都派驻“帮帮团”———驻村帮扶工作
队。其中，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派出184个驻村帮扶
工作队，比2014年增加3.5倍；市（州）、县（市、区）、乡
（镇）也纷纷派出干部下沉到村，实现8000个省级
贫困村驻村帮扶“全覆盖”，且驻村时间由2年改为3
年，不脱贫不撤退。 省农委帮扶工作队进驻桂东县
蛟洲村后，发挥部门优势，先后扶持121户养殖土
鸡，其中贫困户60户；通过能人牵头，新成立4个合
作社，其中36户贫困户入社，初步形成“合作社+贫
困户+市场”的产业扶贫模式。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帮
扶工作队进驻怀化市鹤城区枫木潭村后，引导成立
肉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在集团开展“对口扶
贫献爱心，众筹资金养黄牛”活动：由集团职工众筹
资金25万元， 支持合作社购买牛崽壮大养牛产业。
此举既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养牛资金，又拓宽了牛肉
销售渠道。 2015年，枫木潭村有11户贫困户40人成
功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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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令”
“家里几口人？ 几亩地？ 年收入多少？ ”

2015年11月3日， 在桑植县苦竹坪乡苗儿庄
村贫困户杜晓冬家里，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关切地问。
杜晓冬掰着手指给省委书记算细账： 靠政府

帮扶，她和老伴在家养猪，还种上了油茶、青梗菜，
一年下来有一两万元； 儿子和媳妇经过培训去外
地打工，一年能赚4万多元。 2015年一家人的收入
能有五六万元，“年底就能脱贫了！ ”她一脸笑意。

“全覆盖”
春节临近，泸溪县浦市镇长坪村4组

贫困户王文强笑得合不拢嘴：80平方米
的新房已经竣工，即将搬到新家过春节。
王文强一家3人， 都窝在两间窄小的土

砖房。 一间卧室搭着两张床， 几乎无法转
身。

2015年9月25日下午， 省扶贫办全体干
部来到驻村帮扶联系点———长坪村，率先开
展“一进二访”(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
计) 活动，61名干部与101户贫困户 “结穷
亲”。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与王文强等3户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做梦都没想到能住新房！”王文强咧着
嘴笑。

“大合唱”
“今年过年不差钱！ ”2016年1月29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兰村乡望远村贫困户周贵
良，盘算着2015年的收获，喜上眉梢。

2015年，周贵良由贫困户变身股东。 仅
凭户口本、贷款证，就从麻阳农村商业银行

兰村支行申请4万元贫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入
股该村海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全村有60多户贫困
户，总计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近300万元，入
股合作社。 “合作社按一年每万元股本不低于800
元的标准分红；过两年，狝猴桃进入丰果期，分红
还不止这些”，村党支部书记周尚海说。 包括分红
和在合作社务工，周贵良2015年收入15000多元。

补足贫困村精神之“钙”
———省地税局驻黄罗村帮扶工作队扶贫记

脱贫攻坚奔小康

� � � � 花垣县残疾人联合会募集200多套冬衣送往双龙镇
卧大召村， 让32户贫困村民及部分残疾人感受到春天般
的温暖。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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