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不脱贫 我们不离岗
———51县市区委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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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谭小军 肖坤林）针对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滞后的现状，省委、省政
府决定实施“七大扶贫工程”，即：交通
扶贫工程、水利扶贫工程、电力扶贫和
光伏扶贫工程、 农村危房改造和环境
整治工程、农村“互联网+”扶贫工程、
文化扶贫工程、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记
者今天从省扶贫办获悉，“七大扶贫工
程”正在顺利推进。

着力推进交通扶贫工程。 加快推
进贫困地区铁路、高速公路、航运等重
大项目建设，提高国省干线技术标准，
全面形成贫困地区“外通内联、乡村通
畅、班车通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
网络。到2019年，实现贫困地区所有县

城30分钟内上高速， 实现二级以上公
路直达所有贫困县城并覆盖重点乡镇
等主要交通节点。实施贫困地区“窄路
加宽”和通村组路（连通25户以上的自
然村）建设工程，提高通村路、旅游路、
产业路通达标准。

着力推进水利扶贫工程， 确保到
2020年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 优先支持贫困村小型农田水利
和“五小水利”工程建设，优先将贫困
村符合条件的重点小型水利工程设施
纳入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资金补
助范围。

着力推进电力扶贫和光伏扶贫工
程。 优先实施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 全面提高贫困村供电能力和供电

质量，开展贫困村“低压电”综合治理。
鼓励贫困村、贫困户利用废弃土地、荒
山荒坡、建筑屋顶、农业大棚等，建设
就地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 促进贫
困村、贫困户长久受益。

着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环境整
治工程， 力争到2019年全面解决全省
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住房安全问题。

着力推进农村“互联网+”扶贫工
程，力争5年内实现所有贫困村光纤网
络和4G网络有效覆盖。推进邮
政、商务、供销合作等系统在
贫困乡村建立服务网点，推广
“互联网+特色农产品”电商模
式。

着力推进文化扶贫工程。

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标准化县级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和县域特色博物馆。 加强
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
街区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
文物古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探索设立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着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工程。 创
建武陵山、 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国家
旅游扶贫试验区， 支持有条件的贫困
县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 组织开展旅
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 支持创建一批
特色旅游扶贫示范村和乡村旅游民宿
客栈， 积极引导旅游资源要素入股分
红带动创收脱贫。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彭亮瑜 肖坤林） 省委、省
政府今年组织实施的“脱贫攻坚七大
行动”，至今已全部启动。 这是记者今
天从省扶贫办获得的消息。

“脱贫攻坚七大行动”包括特色产
业、劳务输出、易地搬迁、生态保护、教
育、医疗保险和救助、保障兜底7个方
面。

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针对有
劳动能力、 可以通过生产和务工实现
脱贫的约260万人口，加大产业培育扶
持力度， 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口参与
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 通过发展生产

实现稳定脱贫。
引导劳务输出脱贫。 加大劳务输

出培训力度，统筹使用各类培训资源，
以就业为导向，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转移就业约70万人。

实施易地搬迁脱贫。对“一方水土
养不活一方人” 的约80万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结合生态保护脱贫。 国家和省实
施的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
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 提高贫困
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 创新生态资
金使用方式， 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

护工程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
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
员。

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
育扶贫工程， 让约80万贫困家庭子
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稳步推进贫困地区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6年起将实施范围由连片特困地
区县扩大到沿西部边境贫困县，到
2017年实现所有贫困县全覆盖。

开展医疗保险和救助脱贫。 对贫
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努力防止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从2016年开始，
对贫困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
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 将贫困
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

实行保障兜底脱贫。完善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
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
性保障兜底。统筹协调农村低保标准
和扶贫标准，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
施方案。 2016年适当提高低保标准，
进一步核实核准兜底及低保对象，完
成低保信息系统改造，逐步实现两线
融合。

通讯员 滕建雄 田力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的麻阳苗族
自治县，流传着一个“谭指挥”的故
事。

作为谭家寨乡楠木桥村党支部
书记，谭泽勇不仅是楠木桥村的“领
头羊”， 还发挥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楠木桥村党支部的旗
帜引领作用，打破地域界限，大胆探
索由9个村党支部、276名党员参与的
“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党建引领扶贫
新模式，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抱团攻
坚‘谭指挥’”。“连村联创”两年来，9
个村人均增收3000多元，贫困人口从
6400人减少到2383人。

10月16日，谭泽勇获得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成为我省唯一获奖
者。

连村联创
牵头组建联合党总支
楠木桥村发展快，是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但周边8个村比较落后，其中
还有4个贫困村。 楠木桥村也因此富
得不安稳， 外来偷盗事件时有发生。
2012年，楠木桥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拉
开与邻村的发展差距。

“一村富，小幸福；村村富，大幸
福。 ”谭泽勇建议，楠木桥村与周边8
个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并得到乡
党委和上级党组织大力支持。 但是，
最初9个村意见不统一， 其中两个村
的党支部书记甚至有抵触情绪，个别
党员还嘲讽谭泽勇“想当官想疯
了”。

为达成共识， 在乡党委支持下，
由谭泽勇带队，9个村党支部书记和
党员、群众代表一起，到广东佛山市
罗南村等经济强村开阔眼界，统一了

“连村联创、抱团攻坚”的思想。 以全
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楠
木桥村党支部为基础，组建联合党总
支。 乡党委书记兼任党总支书记，楠
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任党总支
专职副书记， 其他8个村党支部书记
任党总支委员。

联合党总支是抱团攻坚的“一线
联合指挥部”， 下设20个抱团攻坚党
小组。 党小组建在富民产业上，保证9
个村11个产业都有党小组，33个产业
基地都有党员致富能手，实现“一产
业一小组、一基地一旗帜”的组织建
设和产业建设无缝对接。 目前，村村
都有收入超10万元的支柱产业和集
体经济， 楠木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400万元以上。

抱团攻坚
合力壮大扶贫产业

抱团攻坚， 核心是发展产业、助
农增收。 谭泽勇首先抓产业的“领头
羊”， 依托湖南省首
个大学生村官创业
园———楠 木 桥 大 学
生村官创业园，组织
9个村的扶贫产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成立谭家寨乡“宝库
岭”扶贫产业园开发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
核心扶贫产业园。 园
区4个贫困村和5个
非贫困村签约，集约

土地2000亩，投入资金800万元，覆盖
贫困人口646户2383人， 占全乡贫困
人口总数的77%。 产业园到2018年将
实现收益，年利润将达380万元以上。

在组建核心扶贫产业园的基础
上，谭泽勇坚持连点成线、连片成群，
9个村扶贫产业全面开花， 先后建成
100亩霞飞中药材基地、竹子坳村200
亩蓝莓基地、 楠木桥村500亩葡萄基
地、黄茶村200亩红心猕猴桃基地、吴
公桥村200亩黄桃基地等， 年产值超
过1000万元。

楠木桥等9个村虽然是偏僻的山
区村， 但谭泽勇引导9个村党支部解
放思想，积极投入“张吉怀精品生态文
化旅游经济带”建设，大胆探索民族团
结联谊旅游新路子，把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去年8月，楠木桥村成功
举办了“葡萄熟了·大湘西乡村旅游文
化节”，邀请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艾丁
湖乡也木什村前来交流并缔结为“姐
妹村”，签订了葡萄产业区域发展合作
协议，并建立100亩“楠也联谊”葡萄
示范基地。 目前，9个村共建成四星级
休闲农庄2个，民俗文化表演大舞台3
个，2015年旅游接待10万余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

创新奋进
精准扶贫到户到人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 谭泽勇创
新奋进， 勇当改革先锋， 带领9个村
党支部率先探索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模式， 保证贫困户在免抵押、 免担
保的情况下， 都能贷款发展产业，
破解了资金瓶颈。 通过“资金跟着
穷人走、 穷人跟着能人走、 能人跟
着产业项目走、 产业项目跟着市场
走” 的“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路子，
扎实推进扶贫资金到户到人到产业，
实现了扶贫“小资金” 撬动金融

“大资本”， 放大了扶贫资金效益。
今年以来， 9个村646户贫困户总计
获得扶贫小额信用贷款2163万元，
发展产业项目100个。

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 在楠木
桥大学生村官创业园， 谭泽勇还倡
导创建了五保老人和残疾人托养中
心———和谐长寿园， 集中供养了38
名五保户、 残疾人。

如何杜绝扶贫“雁过拔毛”式腐
败？ 谭泽勇引领9个村党支部，率先探
索建立“互联网+扶贫监督”新模式，
搭建监督平台。 先期在楠木桥村安装
2台扶贫资金查询终端， 方便群众随
时查询，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确
保产业扶持、易地搬迁、社保兜底等
相关资金一分不少地落实到贫困家
庭，保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今
年5月， 通过“互联网+扶贫监督”平
台，清理不合格人员103人，确保扶贫
对象精准化。 目前，“互联网+扶贫监
督”平台推广提升为“互联网+监督”
平台，其经验正在向全省各地推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琼 李晶晶

10月14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梁永泉的办公室，谈起脱贫攻
坚，他向记者用4个字来概括：喜忧参
半。喜的是经过5年扶贫，全县脱贫速
度在加快， 贫困人口由2010年10.45
万人减至去年底3.3万多人， 贫困发
生率由43.6%下降至13.96%。 忧的是
地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
剩下的贫困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新晃是革命老区，至今还有3万
多贫困群众没有脱贫， 作为县委书
记，我深感不安、责任重大。 ”说到这
里，梁永泉从椅子上站起来，加重语
气说，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感，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迎
难而上，不折不扣落实好脱贫攻坚各
项部署，真心实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坚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全面小
康的征程中掉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站
在全县扶贫作战地图前，梁永泉对记
者说，前不久召开的县第十二次党代
会提出，以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
村全部出列为目标，以必胜的决心和
非常的举措，确保在2018年摘掉贫困
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将按照“五
个一批”、“六个精准”的要求，因人因
地施策，量身定制，精准到户到人，努
力推动贫困户增收，切实提高贫困群
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多点发力， 打好脱贫攻坚组合

拳。 ”梁永泉认为，因为贫困类型不同，
必须创新扶贫模式，多点发力推进，才
能收到实效。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和丰
富“保、带、帮、迁、改、助”6种模式，实现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一增长”。强
力推进异地扶贫搬迁， 挪穷窝、 换穷
业；突出产业开发，带动群众增收；创
新金融扶贫， 打破贫困群众发展生产
的资金瓶颈；做好结合文章，创新“脱
贫+各行各业、各部门”扶贫方式，增强
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

“今年10月，是新晃侗族自治县
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们将以此为新
的起点，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向贫困
堡垒发起最后冲锋，为实现新晃各族
群众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奋
勇前进。 ”梁永泉的话语掷地有声。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贤勇

10月13日， 记者走进武冈市头
堂乡荷塘村，一排仿古风格的新民居
映入眼帘。 荷塘村过去是个贫困山
村，如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搞起了
观赏型种养、办起了农家乐，僻静的
村子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这种宜居、
宜业、宜游的扶贫建设模式，在武冈
市已多点开花。

“确保贫困群众早日脱贫，就要
真正把贫困户当亲戚。”在荷塘村，记
者见到邵阳市委常委、武冈市委书记
侯文，他感慨地说，精准拔穷根，必须
在感情上真心实意、 工作上真抓实

干、投入上真金白银。据了解，农家子
弟出身的侯文，从省城来武冈市工作
几年，走遍了全市所有村庄。 荷塘村
新村规划和建设， 就是他亲手主持
的。 为此，他在1年多时间里，多次到
村里调研和指导，和村民建立了深厚
感情。

侯文说，再难的工作，党委重视、
领导带头就不难。武冈市34名市级领
导分别挂联34个贫困村，带头真心实
意结穷亲、 拔穷根。 全市299个村特
别是104个贫困村，以党的建设为坚
强保障，发挥党组织作用，狠抓领头
雁工程， 确保工作举措执行到位、精
准扶贫落实到人。

“脱贫攻坚是一场不得不打、必

须打胜的硬仗。我们要以铁一般的担
当，举全市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侯
文介绍，去年3月以来，武冈市把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攻坚主要
目标，在农村危房改造、医卫改革、薄
弱学校改造、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上大
举推进，成效显著，群众拍手叫好。其
中，危房改造和村卫生室建设经验获
得中央改革办、中宣部、中央农办等
推广。

如何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
期脱贫？ 侯文掰着指头说，一是专业
化运作，主要采取发展生产、易地搬
迁、发展教育、劳务协作、社会保障兜
底、医疗救助、生态补偿7大举措精准
脱贫；二是广泛性动员，实施“十（十

个在外武冈商会） 百（百家企业）千
（千名干部） 万（万名党员） 合力工
程”，在扩大就业、增加产出、改善贫
困人口生活上做文章；三是高质量推
进，对扶贫重点工作干一件、考核一
件、夯实一件，步步为营。 在此基础
上，抓重点、补短板、促共享，确保
2018年实现全面脱贫。

抱团攻坚“谭指挥”
———记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谭泽勇

“脱贫攻坚七大行动”全部启动
包括特色产业、劳务输出、易地搬迁等7个方面

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七大扶贫工程”顺利推进

多点发力 一个不落
———访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梁永泉

■贫困档案
新晃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试点县、 省扶贫开发重点
县。 至2015年底，尚有贫困村98个、贫
困户10164户、 贫困人口33218人，贫
困发生率13.96%。

■脱贫目标
力争到2018年底，实现贫困县摘帽、

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人口有稳定收入来源， 年人均纯收入
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吃穿不愁， 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贫困档案
武冈市是国家级贫困县 （市），

贫困人口数量多， 分布在全市14个
乡镇 、 4个街道 。 目前尚有贫困村
104个、 贫困人口71268人。

■脱贫目标
力争今年脱贫3.5万人左右。 确

保在2018年前， 剩下的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县
（市） 摘帽。 到2020年， 全市迈入更
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

要真正把贫困户当亲戚
———访邵阳市委常委、武冈市委书记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