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26日上午，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学生在进行中药调试操作。4月24日至28日，
2017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在全省36个赛点展开，竞赛共设83个赛项。此次竞赛优胜者将
代表湖南参加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丁倩 摄影报道

职校学生技能大比拼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康锋辉）4月24日，张家界印发《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专项巡察实施方案》并召开动员会，市委
派出5个巡察组、 带着问题清单对区县2个重
点部门和17个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实施巡察，
督促问题精准整改落实。

本轮巡察是该市新一届市委任期巡察全
覆盖的第一轮巡察。利剑首次出鞘，剑指全市

脱贫攻坚工作，离该市召开“脱贫攻坚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工作推进会”仅仅过去4天。

据了解，此轮巡察坚持“短平快”的工作
节奏， 要求各巡察组在15个工作日内聚焦脱
贫攻坚考勤记录、资金项目的实施与监督、准
确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措施精准有效、
村务公开、村（居）“两委”换届监督等工作领
域和环节完成专项巡察， 督促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优亲厚友、弄虚作假、违规操作、数字脱
贫等突出问题有效纠正整改， 实打实确保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
要求。

巡察采取随机走访、查阅台账资料、现场
查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结账老问题、
发现新情况。方案要求，各巡察组要如实形成
“脱贫攻坚工作专项巡察问题线索清单”，凡巡
察发现对已有问题不落实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各种问题突出、严重失职渎职的相关责任人
将从重从快查处， 实施严肃问责追责， 决不手
软、决不姑息，并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聚焦问题清单

张家界启动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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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全国每10个饺子、汤圆，有7个产自河南，
小麦粉和挂面产量占全国37%，火腿肠产量占
全国半壁江山。2016年，河南有国家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60家。 全省农业产业化企业销售
收入超10亿元以上的411家， 超20亿元的117
家，超50亿元的29家，超100亿元的8家……

洞庭湖畔的早稻刚刚插秧， 八百多公里
外，黄河南岸的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４月中
旬， 先后有湖南和安徽的同志前往河南考察
学习农业产业化先进经验。为什么是河南？记
者梳理了在河南的所见、所思。

一个饺子、一颗枣的故事
你也许不知道漯河，但一定听过双汇。没

错，赫赫有名的双汇集团就在漯河市。
4月13日， 双汇第一工业园生产车间，产

品被分解包装成260多个种类。双汇的销售收
入已突破1000亿元，成功进入世界500强。

到了河南入乡随俗，不可不吃面食，饺子
就是其中之一。从做汤圆开始，1992年成立的
三全食品开创了中国速冻食品行业之先河，
还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别说肉类、饺子是普通食品，仅凭一颗红
枣，去年的销售收入就突破20亿元，“好想你”
枣业做到了。 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对中国的每
一种枣子如数家珍， 全国各地各种枣类在他
的红枣博物院悉数收纳。 企业对一颗红枣

“精耕细作”，不断推陈出新，赋予产品文化内
涵，引领消费市场，成功开发出100多种产品。

“大餐桌”的传奇
富庶的中原大地，农产品加工大省、粮食

大省的地位无可撼动。 不满足于量大， 近年
来，河南大力发展优质小麦、优质果蔬业，建
设了一大批优质农产品基地。

4月的许昌，天和农业的员工像候鸟一样

回来了。当南方高热高湿时，他们迁回北方种
菜，北方进入严寒时，他们又飞回南方种菜，把
天气不利条件化作了有利武器。他们已拿下国
家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出口食品农产
品国家级质量安全示范区几块金字招牌。

漯河市临颍县的中大天然色素科技产业
园，红辣椒、生姜、栀子果等天然植物就是它
们的生产原料， 通过提取就变成了可用于食
品加工的天然色素。

齐全的食品加工门类， 助力漯河相继成
为河南食品工业基地市、 无公害食品基地示
范市和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城”。 漯河、郑
州、许昌、周口、安阳、鹤壁等6市规模以上食
品工业占全省的60%以上。围绕食品加工，细
分出的一个个行业， 初步构成了从原料生产
到销售终端的产业链条。

全产业链和农业产业化集群正是河南农
业特色。从田间到餐桌所有的事情，在河南几
乎都找得到对应的项目。居民购买馒头、湿鲜
面条、 米饭等主食产品人数已占总人数的
56%，“餐桌经济”实力强劲。这里正在由“中国
粮仓”变为“国人厨房”，进而朝“世界餐桌”的
方向迈进。

农业产业化的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记者结合所见所闻，

思考河南农业产业化对于湖南的可借鉴之策。
思考一：加强引导，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河南提出“实施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
推动园区从企业集中向产业集群发展。2016
年，全省规划培育的542个集群实现年销售收
入达1.1万亿元， 集群销售收入占全省农产品
加工总量的50%。

河南从宏观层面加强引导， 优化了产业
布局，打造农业产业化集群，形成规模效应，拉
长了产业链条，增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增收渠
道，也避免同质化不良竞争。

思考二：锐意创新，激活农业提质增效的

不竭动力。创新体制机制，破解发展的资金瓶
颈，河南通过整合国家和省里的资金，成立了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 目前基金规模达
15亿左右。基金的运行走市场化运作路线，委
托专门的公司管理、投资，既保证基金安全，
又产生了社会效益，打出了一套“政、银、保、
担、投”组合拳。

河南食品行业有国家级省级科研机构
141个，漯河市就有两位院士为食品行业提供
智力支持。双汇、三全、中大天然色素等企业，
都有自己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检测、研
发实力强劲， 保障了企业占领行业龙头地位
和食品安全需求。

思考三：品牌意识，成倍释放品牌效应。
河南有3.78万家农产品加工类企业。河南“三
品一标”农产品总数2230个，省级农产品品牌
155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中国驰名商标有78
个。

河南农产品品牌战略按打造优质原料品
牌、 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和争创中国驰名商标
政策几个层级实施。 财政支持引导企业创品
牌、 创名牌， 强化农产品质检和品牌监督管
理。区域公用品牌建立了品牌管理目录，实行
动态管理， 充分利用媒体宣讲普及农业品牌
知识。全省涌现出了双汇火腿、思念汤圆、三
全水饺、华英鸭、好想你枣等一大批国人熟知
的农产品品牌。

思考四：人才强企，锻造一支高素质的企
业家队伍。 年逾七旬的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
民虽然退位，还在为三全殚精竭虑；好想你枣
业的石聚彬25年做好一颗枣；雏鹰农牧将“走
正道，行善事，做好人”的家训融入企业文化，
喜盈盈集团的儒家文化园等， 都展现了企业
家的个人魅力。

企业家甘愿做农业， 还要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走进河南，许多农业产业化企业浓厚
的企业文化氛围， 扎扎实实的党建成效让人
感慨。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4月25日晚，窗外春雨淅沥，省委党校
东区教学楼的704教室内人头攒动。

来自中青班、县市区委副书记班、乡镇
党委书记班、乡镇长班等主体班的80余名
学员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带着扶贫
工作中积攒的各种‘疑难杂症’而来，希望
通过此次‘头脑风暴’找到‘解题药方’”。一
位乡长兴奋地说道。

19时整，这场关于“同心同力精准施
策、抓紧抓实脱贫攻坚”的专题论坛正式开
锣。

“对于按照政策已达到脱贫标准、但拒
不签字确认的贫困户， 政府应该怎么办？”
乡镇长班学员、 汨罗市神鼎山镇镇长李鲜
艳提问。

“我的建议是十二个字：摆事实、讲道
理、消顾虑、不代签。”中青班学员、衡阳县
县长孙鹏伟接过话头说，“摆事实” 就是要
和贫困户算清收入账， 仔细核查他家的住
房、 医疗、 教育和安全饮水等情况，“讲道
理”就是要耐心跟贫困户做工作，不能纵容
“顶着贫困帽睡大觉” 的惰性思想，“消顾
虑”就是要让贫困户安心，我们脱贫不脱政
策，只要愿意勤劳致富，政府一定会继续支
持他们，“不代签”就要求我们的乡、村干部
坚决不能做代签、强迫签字的事情。“要勤跑
腿、勤动嘴，真心和贫困户交朋友、走亲戚，
才能更好地支持和鼓励他们。”孙鹏伟说。

“大多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不起来，要

注意哪些问题？”乡镇长班学员彭岚问道。
“产业扶贫也要警惕盲目跟风的低质

化、同质化倾向。”中青班学员、株洲县县长
刘克胤说， 现在一些地方看到周边什么产
业“火”，就上马什么产业：炎陵黄桃卖得
好，一窝蜂种黄桃；湘西猕猴桃销路俏，就
一窝蜂种猕猴桃。这样缺少差异性思维，导
致种植数量上涨，产品滞销，农民不仅挣不
到钱， 还会对发展产业和脱贫致富越来越
迷茫。

“怎样更好地整合涉农资金服务精准
扶贫？”“可以建资金专库、 列项目清单、一
支笔审批、一条龙监督……”“如何看待‘扶
贫先扶志’的问题？”“只有让老百姓真正有
想干事、要干事、能干事的心，扶贫的担子
才能政府、农户‘两头热’……”

问得坦率， 答得真诚。3个小时的讨论
中， 各主体班学员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为导向，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沟通，共同探讨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大家大都来自基层一线，带来的都是
基层最鲜活、最真实的问题、经验和教训。”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严华在总结点评中表示， 中央和省委的扶
贫政策能否在基层落地生根， 关键就在于
这些“关键少数”。希望大家“带着问题来，
揣着答案回”， 努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他还表示，今后要打通厅干班、县处级领导
干部班、乡镇长班等主体班的资源，让学员
专题论坛成为常态。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河南农业产业化之路给湖南的启示

一场脱贫攻坚的“头脑风暴”
———省委党校主体班学员专题论坛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