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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腾飞

脱贫攻坚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今年，株洲
市要实现炎陵、 茶陵两个贫困县
摘帽，全市整体脱贫，责任重大，
使命神圣。 这是我始终惦记的事
情。5月20日至21日， 趁着周末休
息， 我和同事不打招呼、 不要陪
同，深入茶陵、炎陵两个重点贫困
县进行暗访调研。两天走访了7个
乡镇、11个贫困村和15户贫困户，
查看了5个扶贫项目。 一路调研，
一路思考，启发很多，感触颇深。

5月20日一大早，我就来到脱
贫攻坚任务繁重的茶陵县。 铺开
地图，我随机选了几个乡镇，开始
暗访调研。

第一站， 我来到秩堂镇东首
村，走进贫困户刘元连家。刘元连
是去年脱贫户。 我仔细翻看了扶
贫帮扶手册， 和她算起了去年的
收入账。 刘元连满脸笑容地告诉
我 ：“去年在村罗汉果合作社干
活，做了4个多月，加上合作社去
年1200元分红， 我一个老太婆就
赚了六七千元钱。另外女儿、女婿
外出务工，每年可赚2万多元钱。”
我就问她觉得脱贫了吗？ 老人家
哈哈大笑：“脱了，脱了！不过还没
致富。”看她高兴的样子，我心里
也暖洋洋的。我不禁思考，脱没脱
贫，必须要让贫困户自己说了算，

一定要和贫困户算好账， 达不到
脱贫标准的坚决不能算脱贫。

走进茶陵县火田镇， 我来到
林丰农业公司。公司负责人介绍，
他们种了 3000多亩草场 ， 养了
1700多头黄牛，带动400多户贫困
户增收。贫困户每户领养黄牛3至
5头，公司提供种牛、技术、保险等
服务，负责黄牛回收，贫困户养一
头牛可得到3000元左右收入 。公
司还安排60多个村民常年务工，
每人每年有2万元收入，还临时用
工300余人。我鼓励他们用好用活
政策，做大做强，带动更多贫困户
增收脱贫。 一边调研， 我一边琢
磨， 产业扶贫是实现可持续脱贫
最根本的措施， 既可以利用扶贫
政策，做强企业，做大产业，又可
以带动更多贫困户增收脱贫，还
可以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服侍
老人、 照顾小孩， 享受家庭的温
暖，这才是扶贫的根本措施。

在走访的15户贫困户中 ，有
两户是因病致贫的。 记得去年走
访时， 有一户贫困户户主突然患
病，一时没钱治疗，整个家庭一下
陷入困境。我当时就想，像这种可
治愈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就
会拖成终身残疾。因此，今年初我
们把实行分类救治作为健康扶贫
的重点。经摸底，我市因病致贫的
贫困户占总数25.89%。 这些患病
对象，可以分为不可逆转的、慢性

病和可一次性治愈的三类， 其中可
一次性治愈的有3312人。 实施分类
救治，对不可逆转的，尽量减少病人
痛苦；对慢性病，主要是搞好疗养；
对可一次性治愈的， 要想尽一切办
法治好。治愈一个人，就增加一个劳
动力；治愈一个人，幸福一家子。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与江西交
界的炎陵县沔渡镇， 发现有不少危
旧土坯房，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
来。 据了解， 炎陵县有危旧土坯房
6000多户， 已改造4000多户， 还剩
2000多户。我想，如果贫困户住房都
得不到保障 ，谈何脱贫 ？省委书记
杜家毫2014年就给我们提出要求 ，
要尽快消灭农村危旧土坯房， 让困
难群众居有其屋。随后，我们迅速制
定“三年改造行动计划”，并全面组
织实施。今年1月杜家毫书记来株洲
调研， 又强调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
子，就是对革命先烈的一种告慰。是
啊，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如果还让
老区人民住在破烂的房子里， 还不
能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真是愧对
革命先烈。回到市里，我专门调度，
要求各县（市）加快改造好剩余的危
旧土坯房， 让老区人民享受党的好
政策，告慰革命先烈。

乡镇、村处在脱贫攻坚一线，直
接决定着脱贫攻坚部署在 “最后一
公里” 能否落实落地。 带着这种关
切，我在走访中看进展、看问题、看
台账。在乡村脱贫攻坚作战室，我向

乡村干部提问，了解他们对扶贫政
策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落实力度。在
挂图作战室 ，我看到只张贴了 “七
个一批”的内容，却没有“六大工程”
的。我提醒基层的同志，“七个一批”
是着眼于贫困户这个点，着力解决
贫困人口的增收和保障 ；“六大工
程 ”是着眼于贫困村这个面 ，着力
完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 。两者必须平衡推进 ，不可偏
废。调研中，有干部反映，少数贫困
户存在“等靠要”思想；贫困户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帮扶，但有的相对困
难的“临界户”有意见。我告诉他们，
乡村干部一定要彰显党委政府的
担当精神，坚持党政主责和群众主
体， 充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要
注重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防止因
为帮扶措施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
和意见。

这次暗访调研， 我再一次体会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一句话，
就是 “肩上有沉甸甸的担子 ，身后
有群众眼巴巴的目光”。当前，全市
实现率先整体脱贫，就是我们肩上
沉甸甸的担子，就是群众满怀期待
的目光。株洲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冲
刺期，慢不得、等不起，更加需要我
们用心用情找到抓脱贫的好办法，
确保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作者系株洲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国辉 何昕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6月
19日， 记者来到位于323省道旁
的新田县枧头镇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 但见这里房子古色古
香，成了当地一景，不少游客慕名
前来游览。

枧头镇政协联工委主任唐文
杰告诉记者， 枧头镇是一个旅游
小镇，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龙家大院和彭梓城古
民居、 萧明故居等。 镇里紫薇公
园、百花园已建成开放，龙文化广
场、水上乐园动工在即。为此，镇
里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时， 把集
中安置点建设与旅游开发有机结
合起来，着力打造特色旅游小镇，
推进旅游精准扶贫。 眼前这个安
置点，可容纳搬迁户200多户。目
前，已安置108户，有40户在镇里
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月人均纯收
入在1000元以上。其余安置户有
劳动能力的， 通过参加技能培训
等，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在安置点，65岁的吴水智向

记者说起他家的生活变化时，兴
高采烈。吴水智身患多种疾病，家
有4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
一家人挤住在30年前建的一栋
瓦房里，因年久失修，房子早已四
处漏风。近年，新田县大力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 给予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易地扶贫搬迁补偿每人3万
元。同时，枧头镇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住房价格控制在每平方
米1180至1280元。除去扶贫搬迁
补偿， 吴水智这套120平方米的
住房，他自己只花了3万元钱。

“更重要的是搬到集镇上，视
野开阔了，思路也活了，还吃上了
旅游饭。” 吴水智的女儿吴桦说，
“原来家里种5亩旱地， 一年到头
没多少收入。前年，父亲还因为抬
农具下地伤了腰。如今在镇上，我
们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吴桦和丈
夫在镇上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月
收入有4000多元。

吴水智和老伴谢美玉也“脑洞
大开”， 他们把当地的土特产分散
包装成旅游小产品，特别受游客欢
迎。 谢美玉说：“现在收入多了，人
也轻松多了，身体越来越好了。”

从枧头镇下富柏村搬到安置点
的51岁的肖显飞， 硬把记者拉到家
里，要向记者说一说易地扶贫搬迁给
他家带来的变化。

下富柏村离镇里近10公里，自
然条件不好。 肖显飞一家4口曾住
在一栋旧平房里， 面积仅70平方
米。前年，镇里动员他搬迁到安置
点时，他有些心动，但旋即心里“打
起了鼓”：在老家好歹有田有土，自
己种点蔬菜，吃饭不愁，搬迁后日
子怎么过？为此，他好几次一个人
悄悄跑到枧头镇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考察”，这才下定决心，
拿到了安置点三楼120平方米住房
的钥匙。

搬迁后，肖显飞在枧头镇小城
镇建设工地工作。他高兴地对记者
说：“这个月， 我们在镇上安装路
灯，每天工资170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不远处
传来欢快的乐曲声。一些村民来到
安置点的小广场，开心地跳起了广
场舞。

乐曲《小苹果》节奏明快，村民
们笑容灿烂。抬头看夜空，这里的
星星也特别多、特别亮。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通讯
员 袁丹 记者 左丹）今天，为期2
天的2017第八届中国（湖南）教
育博览会（以下简称教博会）在长
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展。

本届教博会设三个展区，即在
湘招生普通高校展区、 留学咨询展
区及综合教育展区。 其中在湘招生
普通高校展区，以高校为单位，展示
各高校的办学特色、 专业设置等内
容。省教育考试院专设咨询台，详解
最新高招政策和志愿填报有关问
题。 湖南省军区招生办专设军校招
生展台。 教博会还举办包括高考志
愿填报专题讲座在内的近10场讲座
和主题活动，全程免费对市民开放。

本届教博会由省教育考试院
主办， 潇湘晨报和中南国际会展
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用心用情找到抓脱贫的好办法

“搬”来新生活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泽鹏）6月27日是联合国确定
的首个“中小微企业日”。今天，记者从省
经信委获悉，我省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
总量已经超过50万户，占到企业总数量
的99%以上， 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GDP、75%以上的创新成果、
85%以上的就业岗位。

为促进中小微企业提升国际、 区域
和本国市场的参与度， 推动中小微企业
健康发展，今年4月6日联合国第74次全
体会议通过决议， 确定每年6月27日为
“中小微企业日”。 今年6月27日是首个
“中小微企业日”。

为推动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贯彻落实
国家政策方针，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环
境，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和创
业创新。

以首个“中小微企业日”为契机，我
省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采取多种宣传
手段，广泛开展发放政策汇编、政策咨询
解读、指导培训、走访调研、对口帮扶等
系列活动，大力宣传国家及各级党委、政
府关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方针政
策，推广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好经验。
通过这些活动，帮助中小微企业了解、掌
握政策，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及时解
决中小微企业实际困难， 提振中小微企
业信心，推动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我省中小微企业超过50万户
占到企业总数量的99%以上， 贡献60%以上的GDP、
85%以上的就业岗位

湖南教博会开幕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
外公布了今年高考单科优秀考生
名单，入围者增加一次投档机会。

我省政策规定， 对高考文化
科目单科考试成绩位于全省前万
分之一的三本线以上考生， 增加
一次投档机会。 即上本科一批或
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
生，在本科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
按志愿提前投档一次； 上本科三
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在本
科二批平行志愿投档前， 按志愿
提前投档一次。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省教
育考试院为单科成绩优秀考生专
门设置了志愿，提前按专设志愿投
档。符合条件的考生如要利用这一
政策，一定要在专设志愿栏填报志
愿， 并弄清相关政策规定和要求，
特别要了解所报的院校是否认可，
以把握好这一机会。 具体名单，考
生可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http://www.hneeb.cn）查询。

高考单科优秀考生
名单公布

入围者增加一次投档机会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一个企业，60年如一日， 只做一种
产品，这在众多搞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中，
显得有点特立独行。 湖南省益阳茶厂有
限公司就是这么干的，60年来只生产一
种黑茶———湘益茯茶。

茯茶别名茯砖。1953年中茶公司安
化第二茶厂（益阳茶厂前身）成功压制第
一片茯砖茶；1957年安化第二茶厂迁建
益阳市，改名为湖南益阳茶厂；1958年，
响应国家号召， 开始专一生产茯茶……
益阳茶厂一直致力于将茯茶品类做精、
做透、做权威，真的做到了专一品质。

“近千年来，益阳茯茶在我国销往大
西北地区的边销黑茶中， 已成为当地农
牧民首选的品种。”高级评茶师、益阳茶
厂副总经理刘杏益告诉记者， 中亚各国
在与我国大西北地区长期的边贸往来
中，已积累了大量黑茶粉丝；这一次，湘
益茯茶作为益阳黑茶的代表， 前往哈萨
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2017年阿
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湖南活动周”，众望
所归。

茯茶口感醇和，经久耐泡，而且营养
价值高， 全在于茯茶在压制成砖的加工
过程中，通过独特的发花工艺，培养出一
种对人体有益的菌种———冠突散囊菌，
金黄色的小颗粒遍布茯茶上， 人们形象
地称其为“金花”。

“金花的产生，要严格控制温度、湿
度，空气中要有特有的微生物菌群，才能
让其自然生长，否则就不是发花，而是发
霉。”刘杏益说，湘益茯茶独特的发花工
艺，都在其特有的金花酵库中完成。

6月24日， 记者走进这个基本不对
外开放的神秘的金花酵库，一探究竟。足
有3层楼高的金花酵库， 整洁而温暖。酵
库两侧洁白的墙面上， 一扇扇小黑门一
字排开。 无数片茯砖就在这神秘的小黑

门后，经历它们独有的发花过程。
益阳茶厂茯砖茶制作技艺已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列为
国家二级机密，金花酵库就是其核心技
术所在。20多年来， 日本等一些发达国
家愿意投入上亿美金来参与茯茶和金
花的开发项目，但中国政府只同意其参
与茶园基地建设，不允许介入这种千年
传统技艺的生产和加工。

“湘益茯茶曾两次参加世博会，两
次都有精彩的表现。” 益阳茶厂常务副
总经理徐迪军告诉记者，一次是2010年
上海世博会上，湘益茯茶既是湖南馆的
特许礼品茶， 又是联合国馆的专用茶，
大出风头；在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
上，湘益茯茶再次出展，获米兰世博会
金骆驼奖。“前两次， 主要停留在陈列展
示；这次参加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中
国馆湖南活动周，我们希望在与哈萨克
斯坦客商广泛的交流中，找到志同道合
的朋友做代理商，把湘益茯茶直接销往
中亚各国。”长期以来，湘益茯茶主要依
靠其在新疆的合作伙伴打开中亚市场，
这一次若能直接找到在中亚的经销商，
既少了中间环节，销售的主动性也更大
了。

“按照省贸促会的计划，这次还将
集中包括益阳茶厂在内的4家优秀黑茶
企业，前往波兰等国举办经贸对接洽谈
会，期待建立湘益茯茶在欧洲的分销中
心。”益阳市政协副主席、益阳贸促会会
长曾斌告诉记者，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要获得欧盟的认证。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制定茯砖茶
生产的国家标准，所有指标和参数都是
参照益阳茶厂的企业标准制定的；后
来，国家标准每5年进行一次修改，益阳
茶厂都是主要参与制定者。” 刘杏益说，
湘益茯茶达到出口欧洲的标准，获得欧
盟的认证，也有望今年内就能实现。

让“金花”黑茶香飘阿斯塔纳
走进阿斯塔纳世博的湘企

高考招生关注

� � � �新田县枧头镇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何昕 摄

�荨荨（紧接1版） 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政
厅截至6月26日16时统计， 暴雨洪涝已
经造成14个市州262.1万人受灾，因灾死
亡6人，失踪1人，转移安置11.4万人，需
紧急生活救助7.2万人，倒塌房屋1034户
3136间，严重损房1755户4825间，一般
损房15647户39031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209.2千公顷， 绝收面积24.9千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34.9亿元。据气象部门预报，
25日晚至27日， 强雨带位于湘中以南，
28日至30日雨带逐渐北抬，29日晚至7
月1日白天，湘西、湘北地区又将有新一

轮强降雨过程。目前，全省灾情仍在进一
步发展之中。

国家对我省洪涝灾害高度重视，对
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状况极为关注。6月
24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做好当前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牢固树
立防大灾、抗大灾思想，扎实做好应急准
备工作，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转移和
临时安置、抗灾救灾工作。国家应急响应
启动后， 由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张学权
率领的工作组紧急赶赴我省灾区， 查看
灾情，帮助和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李曼斯 隆文
辉）“坐上咯种车，那真是舒适，又没有汽
油味，噪音小，车子后面也不冒黑烟了。”
今天，坐公交去宁乡县“市民之家”办事
的张先生兴奋地说。 今年， 宁乡县已有
50台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 还有100
台将陆续投入使用。

今年，宁乡县投入8400万元，引进
150台10.5米长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

这批纯电动公交车属国家新能源政策推
广车辆，每辆可容纳80余人乘坐，零排
放、零污染，无噪声。在引进纯电动公交
车的同时， 宁乡县将进一步优化和丰富
城区公交线路， 有效解决园区两地接驳
和园内公交循环问题， 方便企业员工上
下班。通过进一步引进纯电动公交车、优
化公交线路， 宁乡将成为省内第一个实
现公交全电动化的县级城市。

引进150台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
宁乡打造公交全电动化县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