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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通讯员 刘飞 周明

邵阳县白仓镇塘代村的贫困户李果
平今年干成了件“大事”，建一座养鸡场，
村民们可以入股， 销路则完全不用愁，早
有公司签了包销协议。 站在这块占地约
30亩的坡地上， 看着散养的湘黄鸡和乌
骨鸡正在啄食，李果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如果不是扶贫工作队帮忙，这些
事想都不敢想。”

李果平所说的“扶贫工作队”，就是湖南
省政协办公厅驻塘代村帮扶工作队。 这支
队伍于2015年3月进驻，从易地搬迁到产业
扶贫，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教育扶贫，塘代村
的脱贫道路上从此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工作队牵线
贫困户办起了养鸡场

帮扶工作队队长唐军介绍说，为了实
现产业扶贫、精准脱贫，工作队鼓励务工
返乡人员创业致富，而李果平就是返乡创
业大军中的一员。工作队指导村支两委引
导和发动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土鸡、山羊
等特色养殖业，运用现代化的手段，通过
远程教育平台， 对贫困农户进行技术培
训，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目前，李果平牵头成立的希望养殖合
作社已完成一个年养殖规模6万只养鸡
场的土地流转、鸡舍修建、鸡苗投放育雏
工作，并在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与浏阳
河农业产业集团、郴州丰牧土鲜公司签订
合作包销协议。合作社7名成员大多都是
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李果平算了一笔账，
建场资金50万元，饲养成本20万元，只要
饲养得当，年出栏商品鸡6万羽，年销售
额200万元左右， 年利润有40万到50万
元，合作社的贫困户们可以一举摘掉贫困
帽子。

此外，工作队还组织村民与浏阳河农
业产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浏阳河集团
按高于当地市场批发价的5%收购农民自
种的农产品共19吨，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
动力，带动贫困户积极扩大养殖规模勤劳
致富。

如今， 合作社的第一批4000羽成品
鸡已上市销售，李果平说，养殖场取名“希
望”，是因为这不仅是自己的希望，也是帮
扶队的希望，还是全村的希望。大伙希望

多些路子挣钱养家， 住上明亮舒适的
房子， 孩子上学家长不操心费用……
这些， 正在村民和工作队一步一步的
努力下，逐渐实现。

产业扶贫提升“造血能力”
离希望养殖合作社不到10分钟车

程， 便是村里的光伏发电产业项目所
在地。唐军介绍说，在工作队的积极推
动下， 塘代村集体光伏发电站成为了
全县首批光伏扶贫项目之一。 这个
350KW光伏电站扶贫试点项目，已于
6月22日正式并网发电， 截至11月底，
已发电18万余度， 电费收入约19万余
元。预计该项目正常运转后，全年发电
量可达40万度， 每年可为贫困人口人
均增收1000余元，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6万到7万元。

村里贫困户何南国就入股了这
一光伏发电产业项目， 他算了一笔
账，通过小额贴息贷款的5万元本金，
一年可以分到两三千元分红，加上务
工的收入，6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我
也不懂什么入股、赚钱，但工作队说
这个项目好， 我就认准了。” 何南国
说，今年农历新年，一家五口人易地
搬迁了新房子，工作队还为家里购置
了柜子、冰箱、电视，并帮忙开通了网
络和有线电视，在他眼里，工作队是

“绝对信得过的。”
而在光伏发电产业项目一路之

隔，有一块正在繁忙建设的工地，这里
是在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下， 由步步高
集团捐资100余万元建设年产量达
300吨红薯粉加工厂。目前已完成前期
土地整理、规划设计、基础建设、设备
采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计划于年底前
建成投产。 项目采取“公司+农户”形
式， 发动周边贫困户利用闲置土地种
植红薯， 加工成红薯粉后由步步高包
销，建成后，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
余元， 带动20余户贫困户100余名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扶贫绝不是要“奖励”贫穷，而是要
改变贫穷，彻底摆脱贫穷，让想要走出
贫困的人得到帮助，省政协办公厅驻塘
代村帮扶工作队就是沿着产业扶贫的
路子，依据贫困户的意愿和生产生活习
惯，留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工作队。

创新基层宣传工作大家谈

张霞

文化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实现文化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
别是贫困地区。 作为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 截至2015年底， 怀化市文化小康实现程
度仅为70.1%。 针对过去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十
分薄弱的实际，怀化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以项目为抓手，采取超常手段全面推进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全市筹集各类资金28亿
元推进66个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和
影剧中心建设，整合财政资金3亿元、撬动金融
及项目资金5亿元推进2769个村（社区）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到2018年实现应建尽
建、全面覆盖，在最短时间内全力补齐文化小康
建设短板。

突出夯基础、补短板，推动文化小康建设工
程化。 一方面，全面推进市县两级公共文化体育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市、县共筹集资金28亿元，全面推进66个公共文
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市本级重点抓好中心
城区湖天群众文化展演中心、市体育中心篮球综
合馆等项目建设； 各县市区重点抓好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影剧中心等项目建设，建
筑面积52.87万平方米。 另一方面， 全面推进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在落实资
金4420万元、抓好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支持建设
的第一批100个、第二批70个示范点建设的基础
上，已筹集各类资金1.66亿元，今年底启动实施
830个示范点建设，每个村安排20万元，到2017
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 同步整合资金1.5亿元

启动下一批1000个示范点建设。
突出创精品、树样板，推动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管理标准化。标准化是推进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条件，也是打造优
质惠民工程的重要前提。 怀化市委、市政府站在
全局的高度，把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
文化惠民的头等大事，严格建设标准，采取超常
手段，精准发力、高位推进，推动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一是精准发力、高
位推进。 把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作为加快脱贫攻坚、推进“一极两
带”和“一个中心、四个怀化”战略的重要抓手，纳
入全市重点项目和为民办实事绩效考核内容。市
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委会专题研究，成立协调领
导小组和项目指挥部，制定项目时间表、任务书
和路线图，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实行三级责
任制抓落实，确保有人抓、有人管、能落实。 二是
严格标准，整合资源。 注重与精准扶贫、“美丽乡
村·幸福家园”建设的“三化一改”工程、便民服务
点、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及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相结合，在建好“七个一”标配的基础上，同步实
施绿化、亮化、净化工程，推进示范点建设标准更
高、功能更全、覆盖更广。 三是建章立制，提升管
理。 坚持“建、管、用”并举，建立健全村示范点和
市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运行管理、免费开放等管
理制度并上墙公开，统一设计、统一标准，完善服
务规范，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效能，既确保
公共文化设施用于开展文明、健康的文化体育活
动，又确保能长期向群众开放。 配齐配强管理人
员，建立由大学生村官、乡贤能人、村民代表和老
干部、老教师组成的理事会，参与建设和管理，确

保有人管、管到位。
突出惠民生、促和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

效化。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也是
文化小康建设的落脚点。 坚持以群众是否得益、
是否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利用已建好的
公共文化设施阵地，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突
出文化惠民，让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 一
是提升主题教育功能。 重视发挥县乡党委、政府
和村支两委（社区）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文化惠
民的工作机制和运作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形势政
策宣讲、文体娱乐活动、乡贤文化讲坛等主题教
育活动，推动中央精神和惠民政策在基层落地生
根，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崇德尚贤，激发群众爱国
爱家的热情。 二是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及有效供
给。 充分利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平台和载体，
制定基本文化服务目录， 设置具体文化服务项
目，采取“订单”服务，让群众既可以在家门口享
受文化“套餐”，还可以自由“点菜”，从而实现软
件与硬件相适应、服务与设施相配套，不断满足
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三是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素
养。 通过举办文化惠民活动，群众有了自我展示、
文化交流的平台，催生一批民间文化团体，引导
群众自觉地提高文化素质、 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追求较高品质的生活， 创新了乡村治理体系，实
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达到丰富活跃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 全市已建成
的第一批100个村示范点中， 有70%的村被评为
生态文明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示范村。

（作者系怀化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
市政府副市长）

� �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今天上午，邵阳市举行学习贯
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报告会， 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汤建军作宣讲
报告。

汤建军的宣讲报告站在“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高度，从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现实条件、总体思路、任务举措等方面，全
面解读了省党代会精神，深入分析了当前面

临的新形势，并对我省今后5年发展愿景、定
位、思路、战略、抓手和举措等进行了深刻阐
述。

当地党员干部聆听报告后纷纷表示， 省党
代会报告描绘了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蓝
图，展现了辉煌前景，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邵
阳建设“二中心一枢纽”提供了内在动力，将抓
紧谋划好明年的各项工作， 努力开创各项事业
发展新局面。

� � �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 （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颜石敦）今天，由阿里巴巴集
团和郴州市商务局共同主办的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2016县域生态峰会， 在郴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全国商家代表、优
秀农村淘宝合伙人等1000余人参加。

在郴州举行的这届节会上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包括县域电商发展高峰论
坛、农村淘宝合伙人共创大会、阿里年
货节奶牛晚会、 年货节电商博览会等。
当天， 阿里巴巴集团与嘉禾县等5个县
（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建立农村淘宝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服
务站。

� � � �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刘昆） “湖南省民族宗教工作
系统干部业务培训班” 最近在省委党
校正式开班。

此次为期5天的培训旨在学习贯彻
中央和省委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精神，

进一步培养民族宗教工作系统干部应对
新形势、 新常态的能力， 掌握民族宗教
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工作方法， 提高民族
宗教干部的执行能力、 创新能力和公共
管理水平， 着力提升全省民族宗教干部
队伍的综合素质。

扶贫绝不是“奖励”贫穷，
而是要彻底摆脱贫穷
———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帮扶工作记

阿里农淘峰会在郴州举行

以项目为抓手
全力补齐文化小康建设短板

省委宣讲团赴邵阳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省民宗委举办干部业务培训班

12月15日，旅客在长沙火车站售票窗口咨询。当天开始，旅
客可网上购买2017年铁路春运首日车票，17日起，旅客才可在售
票窗口购买春运火车票。此次春运从2017年1月13日起至2月21
日止，共40天。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2017年春运
火车票开始网售

� � �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实习生 张维正 记
者 李伟锋）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优化办税
服务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我省将从2017年1月1
日起，在全省税务系统全面推行“一窗一人”模
式。此举将彻底解决纳税人跑办税过程中“多头
跑”的烦恼。

所谓“一窗一人”，即在任何一个国税或
者地税的联合办税窗口， 一名税务工作者可
同时办理国税、 地税业务。 为深化国地税合
作办税，全省国税、地税部门开展了大量前期
工作，包括系统升级、网络互联、数据共享、
流程再造、人员培训等。 据介绍，通过新上线
的“国地税互联办税”系统，国地税业务操作
系统实现代码和权限共享， 税务人员在一台
计算机上即可为纳税人办理两家税；同时，纳
税人在缴纳税费时， 也只需要刷一台POS机
即可完成纳税。

一个窗口
办妥国地税业务
明年元旦起全面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