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 6月17日， 东安县和谐广场上长
桌摆出巨大的“鸡”形。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陶旭日 摄影报道）

上图 6月17日， 东安县和谐广场，
1001位大厨现场共同烹饪401份东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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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宁志文）芒种刚过，正是农作物生长旺盛
时节。日前，怀化麻阳谭家寨乡楠木桥村贫困
户谭天池来到村里猕猴桃产业园， 喷洒除菌
药。 园里去年底种下的猕猴桃苗长得正带劲
儿。 谭天池对记者说：“在产业园干活有工钱，
流转土地有租金， 用小额贷款入股还有分红，
‘穷帽子’不愁摘不掉。”

“2000亩猕猴桃产业园基本建成。”楠木
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介绍，该村打破地域界
限，探索由9个村参与的“连村联创，抱团攻坚”
产业扶贫新做法。两年来，通过发展刺葡萄、蓝

莓、 猕猴桃等产业，9个村年人均增收3000多
元，贫困人口从6400人减少到2383人。

近年来， 怀化市围绕产业扶贫打出一套
“组合拳”。市委书记彭国甫告诉记者，怀化通
过完善以脱贫为目的、以产业为依托、以市场
为导向、以合作社为平台、以村党支部为领导
的利益协调和管理治理机制，纵深推进“四跟
四走” 精准扶贫。 该市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0%以上用于产业脱贫，引导支持有劳动能力
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发展特色产业。推出了直
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产业扶贫方式。
同时，按照“搬得下、稳得住、融得进、能发展”

的思路，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规划产业。
“多亏村里成立了金融扶贫服务站，让我

们及时贷到5万元钱， 要不今年建养鸡场的计
划就会泡汤。” 溆浦县黄矛园镇树凉村贫困户
唐明中与其弟弟唐明军充满了喜悦。怀化市推
出扶贫小额贷款，把“金融便利店”开到了贫困
群众家门口。目前，全市已在395个贫困村建立
了金融扶贫服务站，通过服务站累计发放贷款
5.7亿元，全部投入了产业脱贫。

怀化打出产业扶贫“组合拳”，加快了脱贫
攻坚步伐。在去年全省脱贫攻坚综合绩效考评
中，名列一类市州第一。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
员 刘绿林)日前，记者在龙山县里耶镇猫儿溪
村采访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国税局驻村
扶贫队队长陈永红，指着村后山上建起的光伏
发电站告诉记者，这是自治州目前最大的村级
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为127.5千瓦，每年可为
村里创收45万元，大部分将用于扶持68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

自治州近年来从精准入手，全力实施扶贫
“十项工程”，即发展产业、乡村旅游、转移就
业、易地搬迁、教育发展、医疗救助帮扶、生态
补偿、社保兜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保

障。州委连续两年出台了关于推进精准扶贫的
“1号文件”， 并制定实施细则。2014年至2016
年，自治州已实现脱贫36.2万人。

“十项工程”中，发展产业居于首位。通过
主推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模式，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目前，自治州9个县市已
建成万亩精品农业产业园21个，各乡镇建设千
亩标准园127个， 贫困村建设百亩示范园1245
个，总面积达56.06万亩。同时，将发展乡村旅
游、易地搬迁、生态补偿等，作为增强贫困户脱
贫内生动力来抓。去年，全州乡村旅游收入26.1
亿元，带动3.7万人脱贫；已完成46个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建设，搬迁入住2.46万人；通过聘用
贫困对象为生态林护林员等， 帮助2.62万人脱
贫。各地还注重发展贫困村集体经济，目前全
州925个贫困村中，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的已有
359个。

自治州还推行脱贫政策明白卡、贫困户基
本信息卡、帮扶工作记录卡、贫困户收益卡“四
卡合一”，真实记录贫困户脱贫动态。州委书记
叶红专介绍，州里明确规定，各级扶贫工作队
队员每月驻村不少于20天，乡镇主要负责人每
月下村走访、为民办实事不少于10天。通过明
查暗访，让规定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就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分别
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致
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逝世表示深切
的哀悼， 向科尔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 作为卓越的
政治家， 科尔先生为实现德国重新统一
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其历史功绩将被世人铭记。他一直致
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中德
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并对中国人
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给予理解和支持，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

习近平强调，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珍视中德人民友谊，愿同德方一道，共同
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7日就德国前总理科尔不幸逝世
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 代表中国政
府并以个人的名义， 对科尔先生逝世表
示深切哀悼。

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 科尔先生是
德国的杰出领导人， 也是中德关系的积
极推动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为促进
中德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对此我们不会忘记。

李克强指出，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
全方位战略伙伴， 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德关系和友谊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分别向德国总统
和总理致唁电
李克强向默克尔致唁电

就科尔逝世

怀化亮产业扶贫“组合拳”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以上用于产业脱贫，395个贫困村建立了

金融扶贫服务站

自治州10项工程铲“穷根”
在贫困村建设百亩示范园1245个，总面积达56.06万亩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陈政忠 刘联波）今天，在东安县和谐
广场上举行的首届“中国·东安2017‘东安
鸡’美食文化旅游日”活动现场，该县“千人
炒万人尝东安鸡活动” 经世界纪录协会认
证，创下“世界最大东安鸡宴”纪录。省湘菜
产业促进会向该县授予了“湘菜之首———东
安鸡” 牌匾。

东安鸡又名“醋鸡”，始于1200多年前的
唐朝，历经演变而成型。1972年2月，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时品尝了东安鸡， 对香浓气
醇、肉嫩骨脆、甜而不腻、酸中有凉、辣而不
涩的东安鸡赞不绝口。从此，东安鸡名扬四
海， 被列为国宴菜谱之一、 八大湘菜之首。
《东安鸡制作技艺》 也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当天，来自县内外的1000多名厨师在用
长桌摆成公鸡造型的和谐广场上拉开阵势，
400多口铁锅火舌翻滚，400余名刀工迅速
将东安鸡食材及配料切块、切片、切丝。胸有

成竹的厨师们老道地掌控火候，熟练地大勺
翻炒、小火慢炖。不一会儿，一份份酸辣可
口、清香四溢的东安鸡出锅。守候在一旁的1
万余名游客争相品尝， 称赞之声不绝于耳。
接着，还举办了大胃王比赛和“鸡动人心·购
创意”“金鸡独立·战到底”“闻鸡起跑·乐翻
天”等系列体验活动。

东安县主要领导向记者表示，将进一步
借助国宴名菜、湘菜之首“东安鸡”，做大做
强东安旅游品牌，推动全县旅游业发展。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陈昂
昂 ）6月13日至17日，全国政协常委、北
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 国务院
参事、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
宪平一行就地方经济发展来湘考察调
研。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参加考察调研。

在湘期间， 厉以宁教授一行先后前往
长沙市橘子洲生态文化公园、岳麓山，醴陵
市陶瓷博物馆、炎陵县炎帝陵，张家界市博
物馆等地考察调研。 并在长沙召开了宏观
经济形势报告会， 在株洲与企业家代表座
谈，还在张家界就《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题》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在长沙的专题报告会上， 厉以宁教
授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等宏观
经济理念及实践变化等出发， 围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创意与创业，企业
家精神等关键领域进行了观点独到的讲
授， 为认识和把握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形

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视角。他提出，经
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为重要。对于推动中
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不仅仅是
要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等，更重
要的是应当抓住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株洲企业家代表座谈时， 厉以宁教
授说， 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府应该在企业家
和科学家之间搭建平台； 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鼓励民营资本加入PPP合作，并且通过
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在张家界举行的专题辅导报告上，
厉以宁教授围绕《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注
意的几个问题》，从地方发展需要了解自
身优势， 道德力量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
要因素，地方领导干部、企业家必须懂得
的消费经济学，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难
度， 观念改变的重要性五个方面进行了
精辟的讲解和分析。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湘人）进村，入户，蹲
点……从6月上旬开始，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
下各媒体50多名记者奔赴我省49个扶贫工作
重点县，展开了“砥砺奋进的五年———走三湘
看扶贫”大型主题釆访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全省上下在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万众一心，奋战脱
贫攻坚。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反映近
几年我省在精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展示贫困村和贫困户锐意进取、矢志脱贫带
来的可喜变化，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在省委宣
传部的统一部署下，精心筹划，积极行动，组

织所属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新
湖南客户端、 华声在线等媒体50多名记者，
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 记者们通过与贫困
村、贫困户亲密接触，深入釆访，讲述脱贫路
上所发生的精彩故事。

此次釆访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结束。“砥
砺奋进的五年———走三湘 看扶贫” 专栏将
于19日推出，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将报、网、端
多媒体联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多种形
式齐上，立体呈现我省贫困村和广大贫困户
脱贫奔小康的生动故事和鲜活画面。报道将
持续近两个月时间，实现49个扶贫工作重点
县全覆盖。

奔赴脱贫一线 讲述脱贫故事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50多名记者进村入户蹲点采访

“砥砺奋进的五年———走三湘 看扶贫”专栏明天推出

厉以宁在湘考察调研时指出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抓住发展方式的转变

李微微参加调研

千名厨师烹鸡 万余游客竞尝
“世界最大东安鸡宴”诞生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左丹）6
月16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做好2017年军队院校在湘招生志
愿填报等相关工作的通知》，针对今年军
队院校招生执行新的体格检查标准的实
际情况，提醒考生注意相关变化。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从今年开始，军
队院校体格检查不再采用原来的“指挥
合格”“非指挥合格”或“不合格”结论。体
检结论调整为合格或不合格， 其中合格
结论具体分为“指挥专业合格”“装甲专
业合格”“水面舰艇专业合格”“潜艇专业
合格”“潜水专业合格”“空降专业合格”
“特种作战专业合格”“测绘专业合格”“雷
达专业合格”“防化专业合格”“医疗专业
合格”“油料专业合格”“其他专业合格”13
类，每名体检合格考生的结论为一类或多
类。

今年军队院校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
为6月26日至6月27日 ，征集志愿填报时
间为7月11日8时至12时 。军队院校招生
专业分为“指挥类”和“非指挥类”两大
类，根据今年招生专业的体检合格要求，
“指挥类” 专业细分为“指挥专业合格”
类、“特种作战专业合格”类、“指挥、测绘

专业均合格” 类、“指挥、 空降专业均合
格”类、“指挥、雷达专业均合格”类、“指
挥、潜水专业均合格”类、“指挥、潜艇专
业均合格”类、“指挥、水面舰艇专业均合
格”类、“指挥、特种作战专业均合格”类、
“指挥、油料专业均合格”类和“指挥、装
甲专业均合格” 类共11个专业类；“非指
挥类”专业细分为“测绘专业合格”类、
“医疗专业合格” 类、“装甲专业合格”类
和“其他专业合格”类共4个专业类。

今年军队院校在湘招生实行平行志
愿，以“院校+专业类”为基本投档单元，
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
原则，按计划数100%的比例投档。平行
志愿投档时， 按考生文化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排序， 再按排序先后从高分到低分
依次检索，对单个考生投档时，按照考生
填报的志愿顺序依次判别， 若考生符合
该院校（专业类）的体检合格标准和其他
要求，且该院校（专业类）有计划余额，考
生档案即可投到这个院校（专业类）；若
考生不符合该院校（专业类）的体检合格
标准和其他要求， 就不会投档到该院校
（专业类）。考生投档到院校后，由招生院
校根据其招生章程决定是否录取。

报考军队院校考生请注意———

今年体检结论志愿填报有微调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沙兆华）
6月15日至17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
员会“拓展文化内涵，促进产业扶贫———
茶产业” 专题调研组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调研， 调研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卢展工率队。

专题调研组组长、 全国政协教科文
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参加调研 ，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副省长张剑飞、省政
协副主席欧阳斌及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
陪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保靖县吕洞山镇黄
金村、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古丈县天
下武陵农业发展公司、 古丈县红石林镇
列溪村、古丈县牛角山茶叶基地、花垣县
双龙镇十八洞村等地，了解茶叶种植、生
产销售及精准扶贫情况， 并和有关人员
进行座谈。

调研路上，放眼望去，满眼都是青青
茶园， 让卢展工一行感叹自治州好山好
水孕育出了好茶。每到一地，卢展工讲述
着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感叹，不要
小看一片茶叶，它曾是“丝绸之路”的重
要贸易使者， 如今还能筑起一方百姓脱
贫的致富路。他指出，要以产业为体，立
足自治州茶资源优势，紧扣供给侧改革，
挖掘夏秋茶生产， 延伸茶产业链和产品
多样化开发。要以文化为魂，中华茶文化
源远流长，茶农、茶企不能只盯着茶叶种
植和生产，还要了解茶文化，茶保健医疗
功效，主动成为茶饮的宣传者，茶文化的
传播者，让茶文化对接引领茶产业。要以
民生为本，茶叶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喝的，
茶企应注重产品质量， 合理控制茶叶的
销售价格， 让质优价廉的茶叶走进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卢展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时指出
小小茶叶能筑起
百姓脱贫致富路

马德秀参加调研 李微微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