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司进

保靖县阳朝乡阳朝村坐落在莽莽大山之
中，近日，县委书记卢向荣又一次来到这个山
寨走访贫困户，与农民一起商讨脱贫之策。这
几日， 该县近千名干部也都来到自己联系的
贫困户家中，开展“结对扶贫，促膝谈心”活
动。

“我们要瞄准困难群众‘两不愁三保障’，
重点抓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吃、穿、住、就医、
读书、成家’六件事，扎扎实实做好贫困户脱
贫工作。”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卢向荣一边
走一边告诉记者。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后， 卢向荣多次深
入到贫困村、贫困户家里调研，反复强调精准
扶贫工作要政策实、措施实、落到实处，使精
准脱贫工作卓有成效。“要把我们所有的政策
资源和深厚的感情， 全部放到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上。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贫困户、围绕脱
贫来做，做到精准滴灌。比如说，保靖黄金茶
是脱贫的支柱产业， 到底有多少贫困户在种
茶？实施柑橘品改低改，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有
柑橘园？举办职业技能培训，到底有多少贫困
户参加培训，把这些搞清楚了，就是精准滴灌
了。”卢向荣对精准脱贫深有体会。

卢向荣说，贫困户要脱贫，关键是缩小差
距。缩小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什么水平，一
定要数字化，要量化，要看得见摸得着。比如
说，在“不愁吃”上怎么才能算吃得比较有尊
严？一个贫困家庭，煮饭在一个偏房，厨房后
面就是厕所、猪栏和牛栏。在这种环境下，吃
肯定没有尊严，这个肯定要改，改好以后，在
吃的方面的差距就缩小了。

贫困户脱贫工作，必须任务到人，责任明
确。现在全县所有的贫困户，都有责任人，都
有明确具体的责任，制定了明确的奖惩措施。

如果贫困户提前脱贫，对有关责任人实行奖
励。反之，脱不了贫，要追责。

卢向荣表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
时间服从质量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精准脱贫工作。坚决破除“等、靠、要”思想，切
实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好思想
认识的问题，推行脱贫激励机制，激励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争先脱贫，按照“脱贫光荣、先脱
贫多得实惠”的原则推进贫困人口脱贫；二是
解决好实体和程序的问题，对贫困人口的“六
件事”进行测评排序，达到脱贫标准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必须按程序退出。

■贫困档案
保靖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武陵山片

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试点县，贫困人口分
布在12个乡镇。目前尚有贫困村115个、贫困
人口6.2万余人。

■脱贫目标
确保在2019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

县摘帽。到2020年，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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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5年来，湖南新型工业化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10月24日举行的“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全省工业经济成就新闻发布会上，省经信委用数字和事实给出了答案———

湖南制造阔步迈向“海陆空”

精准滴灌 扎实扶贫
———访保靖县委书记卢向荣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10月22日，星期六，见到芷江侗族自治
县委书记曾佑光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着。
桌子上，摆着一份“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坚决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材料。他对记者说：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
富的主体， 幸福生活终究主要靠他们自己来
创造。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外力帮扶，更需
要启动内力；既需要输血，更需要增强其造血
功能。因此，扶贫必须扶起‘志’与‘智’。”

“靠在墙上晒太阳，等着政府来帮忙。”曾
佑光形象地描述一些贫困群众的思想状况。
他认为，扶贫必扶“志”，治穷先治愚，“志”如
船帆， 志短人穷， 缺乏脱贫致富的志向和勇
气，就必然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县
委、县政府将通过宣传政策、弘扬传统、树立
典型等多种途径， 增强贫困群众走出困境的

信心，解决一些人思想境界不够高、创业意识
不够强的问题，引导他们从思想上“拔穷根”。
同时，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提供必要的条件。

“抓村规民约，推动群众主动干。”曾佑光
讲了一个例子， 芷江三道坑镇五郎溪村制定
了村规民约， 将贫困群众在脱贫工作中的义
务和目标以“承诺书”的形式明确下来，这种
来自民间的约束力调动了贫困群众发展产
业、改善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积极性。县委、县
政府将在全县推广，深入开展“树村规民约、
倡文明新风”活动，与精准脱贫工作相结合，
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文明创建等方面
对村民提出硬性要求。通过村规民约，让贫困
群众的脱贫承诺与党和政府制定的脱贫时间
和目标保持一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曾佑光说，给
贫困户钱不如教他们如何赚钱。通过扶“智”，

提高贫困群众的能力， 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是精准脱贫治本之策。将继续在乡镇干部和
扶贫队员中，开展“一人学一技”活动，让他们
掌握一技之长， 更好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
业。同时，整合人社、农业、林业、畜牧、教育、
扶贫等部门资源， 开展富民产业专题培训、
农牧实用人才培训、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让贫困户学到种养技术、务工技能，并具备
市场应变能力。

“‘扶志’又‘扶智’，我们有信心提前一年
实现全县整体脱贫的目标。” 曾佑光语气坚
定地说。

■贫困档案
2002年初， 芷江被列为省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2016年初， 全县尚有贫困村95个、贫
困户11382户、贫困人口36074人，贫困发生率
为10.35%。

■脱贫目标
力争到2017年底，实现贫困村全部退出，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

扶起“志”与“智”
———访芷江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曾佑光

群众不脱贫 我们不离岗
———51县市区委书记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浩瀚太空，天宫二号正在翱翔。那里，有
“湖南智造”的身影。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经信委主任谢
超英介绍，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
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 湖南军工提供的高清
智能仪表显示系统、压力传感器、信号传输电
缆、航天座椅缓冲器等多个配套产品，发挥了
重要作用。

天上飞的大飞机起降系统、 水深超过
3000米的海底钻探设备、目前全球商业运营
里程最长的中低速磁浮……省第十次党代会
以来，湖南新型工业化硕果压枝，高端产品覆
盖海、陆、空，成为建设制造强省最好的“注
脚”。

省长领衔制造强省建设

湖南把制造强省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中心任务来抓， 成立了由省长挂帅担任
组长、 分管副省长任常务副组长的制造强省
建设领导小组， 组建了以院士为主体的专家
咨询委员会。

政策层面，2015年出台了制造强省五年
行动计划，确定实施“1274”工程。今年出台
了12个重点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7大专
项行动方案、4大标志性工程建设规划。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新材料、航空产业等配套政策
相继出台。

推进了一批重点项目。 去年12月份以
来，启动了两批共100个制造强省重点项目，
近期将启动第三批重点项目。2015年， 湖南
在全国率先提出“制造业+互联网”，并在装
备制造、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烟花陶瓷、医
药食品、纺织服装等七个行业付诸实施，今年
又征集筛选实施了20个重点项目。

加快产业链创新发展。 今年启动编制了
《湖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计划》。 按照
有需求、有优势、市场前景好的原则，初步筛
选确定了20个有基础、有龙头企业、有研究
力量、 具有突破性或颠覆性技术的新产业或
产业链，举全省之力重点推进。

重点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装备制造业成为首个万亿产业。2015年
全省装备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591.6亿
元，成为我省首个万亿产业。装备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分别占全省工业的
30.1%、29.7%、31.3%， 成为全省工业主要支
撑。装备工业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部分技术

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联、三一等企
业成功实现多个海外并购， 中车株机等企业
多次拿下海外大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成为湖南标志性产业。

新材料产业比较优势凸显。2015年，全
省纳入统计的624家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
共完成产值3130.79亿元，总量规模位居全国
第一方阵、中部六省第一位。其中，先进储能
材料品种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硬质合金产量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全省已形
成从研发到生产、产学研结合、门类齐全的新
材料产业体系，其中先进储能材料、先进硬质
材料、新型轻合金材料、新型显示功能材料、
碳基材料、 先进陶瓷材料、 化工新材料等领
域，形成了优势特色产业链。

电子信息产业增速领跑。2015年全省电
子信息制造业产值2333.2亿元，是2010年的
5.23倍，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9.2%。产业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取得“天河一号”超算、8英寸
IGBT专业芯片、 高性能GPU（图形处理）芯
片、直播卫星芯片、国产离子注入机等国际国
内领先的创新成果。

移动互联网产业迸发“互联网速度”。
2015年全省移动互联网业务收入达到328

亿元，比2014年增长105%。全省已有1个省
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以及中电软件园等
16个产业园，成型的众创空间30多家，“集聚
区+专业园区+创客中心”的产业格局已经形
成。

智能制造亮点纷呈。2015年， 全省智能
制造装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335亿
元。其中，数控机床行业的直线切削机床、切
削工具国内领先， 复杂曲面制造机床国际一
流；机器人产业园区建设来势喜人，龙头企业
实力雄厚， 长泰机器人公司已成功开发出机
器人柔性焊接生产线、全过程铸造生产线、智
能物流生产线、 危险品智能制造成套装备等
多品种产品；增材制造产业取得高端突破，应
用领域不断拓展，华曙高科成为国家首批46
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中3D打印领域唯
一企业。

汽车产业产销两旺

省经信委副主任殷林波介绍，近年来，随
着大众、比亚迪、吉利、广汽菲克等汽车企业
相继落户，湖南汽车工业发展潜力不断释放。
今年1至9月，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9.7%， 对全省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19.1%。

一是省产汽车产销两旺。 全省12家重点
整车生产企业共生产汽车672721辆， 实际销
售659254辆。广汽菲克新车型“自由光”、长丰
集团“CS10”、比亚迪“元”、大众长沙基地的
“朗逸”等车型，市场反馈良好，目前均满负荷
生产。

二是新项目陆续开工投产， 发展后劲不
断增强。 广汽菲克国产15万台虎鲨发动机项
目今年2月投产；比亚迪汽车城二期项目顺利
推进， 达产后具备1万辆各类电动专用车及2
万套关键零部件生产产能； 北汽福田长沙汽
车厂环境装备产业园项目已于去年11月开工
建设，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销汽车底盘5万辆和
环卫汽车2万辆；今年4月，吉利新能源SUV项
目主体工程在湘潭经开区开工建设， 达产后
的总产量将达30万辆。恒润高科、梅花汽车客
车升级为整车生产企业的建设全面铺开，中
车时代电动升级整车资质的相关工作正紧锣
密鼓进行中。

三是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 总体水平
处于全国先进。 全省从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
生产企业近200家，拥有比亚迪、南车时代、众

泰、 吉利等一批知名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已
经形成了整车生产、 动力电池和电池材料、电
机电控和充电桩系列的产业链，初步形成了客
车、 乘用车及专用车3类新能源汽车同步发展
和全国规模最大、产品最齐全的电池材料产业
聚集。

部分军工配套产品全国领先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神舟十一号上
天，我省中电48所、长城信息、华菱线缆等企业
提供了关键设备，这是湖南制造的骄傲。

近年来， 湖南国防科技工业得到长足发
展，军民融合深入推进。

一是取得两大共建成果。省政府与国防科
大共建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与海
军工程大学联合组建湖南省军民融合装备技
术创新中心。

二是促进四大平台建设。 株洲航空产业
园、 湘潭先锋工业园和平江工业园等3个国家
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和岳阳军民结合卫
星应用产业园，已成为集聚军民融合产业化项
目、促进军地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三是支持一批重点项目。2011年设立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来，共支持军民两用
高端装备、光电信息、新材料、国防重点实验室
技术改造、 科研开发及基础能力提升项目199
个， 安排专项资金近3亿元， 带动投资近70亿
元。成功助力“神舟”“天宫”“嫦娥”等重大工
程，为亚丁湾护航、历次军演提供了有力保障。

“9·3”阅兵中，我省江麓集团、南方公司、中联
恒通、博翔新材等单位研制的装备成为突出亮
点。江麓特种车辆扬威国际军事赛场。

四是努力拓宽“民参军”渠道。全省获保密
资格认证201家，其中民口160家；获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91家，其中民口60家。湖南研制
的飞机起降系统、航空复材等产品成功配套国
产C919大飞机、 蛟龙600水陆两栖飞机及ARJ
支线飞机项目。

谢超英介绍，湖南在北斗卫星导航、自主
可控计算机、中小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未来，湖南生产的导航设备、电脑、
小飞机，将走进千家万户。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赵亮 ）今天，我省启动中晚籼稻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 政府部门按照国
家规定的138元每50公斤的托市价格 ，
敞开收购今年新产的中晚籼稻 。 此次
政策性收购截止日期为 2017年 1月 31
日。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省粮食局、中储
粮湖南分公司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决定于10月24日起正式启动2016年中晚稻
最低收购价预案。 今年138元每50公斤的托
市价格与去年持平。

据了解，我省今年执行中晚稻托市收购
的各类收储库点共计290个， 总仓容203万
吨，总体上可满足收购需要。中储粮湖南分公
司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通过促销腾仓、跨县
集并等办法综合解决，保障农民交售的合格
新粮应收尽收。

中晚稻托市收购启动
价格为138元每50公斤， 政策性收购
截止日期为2017年1月31日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哈萨克斯坦经贸代表团一行来湘招
商引资， 该国阿塔梅克恩工商联与省贸促
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省贸促会将为湘企
走进哈萨克斯坦穿针引线，加强双方经贸、
文化往来，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
的国家之一，也是我省参与“一带一路”战

略重点开拓市场。“此次， 经贸代表团带来了
4000亿美元招商引资项目，主要涉及矿产资
源开发、工程机械、水泥、钢铁、轨道交通、食
品加工等产业。” 省贸促会副会长胡强表示，
这些都是我省优势产业，具备“走出去”实力，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已有4家湘企在哈萨克斯坦投资，
合同投资额9105万美元。

哈萨克斯坦经贸代表团来湘招商引资
4000亿美元项目期待湘商

我省近年来积
极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引
进了一批国际知名
汽车制造商落户长
沙， 打造全国大型
汽车制造基地。图
为广汽菲亚特自动
化生产车间。（资料
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曹佳）今天，记者从湖南建
工集团获悉，该集团总公司获评2016年度
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系我省唯一
获得该项荣誉的建筑业企业。

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由中国
建筑业协会评定， 是我国建筑业企业综合
能力的最高奖，旨在弘扬诚信经营、有序竞
争的行业风气， 充分发挥诚信自律的示范
带头作用， 切实提高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
水平，推动我国建筑业科学发展。

近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总公司坚持将
诚信建设融入到品牌和企业文化建设中，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的要求，执
行规范和强制性标准。通过对项目招投标、合
同管理、项目预决算、质安管理、竣工交付等
建立完善运行机制，实施科学的监控管理，加
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自2009年中国建筑业
协会开展信用体系评价以来，该集团已第三
次获评这项荣誉。

获评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

湖南建工集团荣膺行业综合能力最高奖
系我省唯一获得该荣誉建筑业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