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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刹扶贫的形式主义

黄金茶里“淘黄金”

省扶贫办对填表报数、发文开会、督查考核提出了明确要求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
天，记者从省扶贫办获悉，为解决扶贫领域
突出的形式主义问题，省扶贫办出台了《关
于克服脱贫攻坚中形式主义的规定》（简称
《规定》），在填表报数、发文开会、督查考核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以减轻基层负担。
《规定》要求，除国务院扶贫办要求外，
全省建档立卡工作不新增任何报表； 没有
实质性内容的文件一律不发， 文件内容严
禁朝令夕改；除省委、省政府和省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重大决策部署外， 扶贫部门会议
（市州、县市区扶贫办主任会议）一年不超

—走三湘
——
看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光平 杨丁香

8月3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山深处，我们
的汽车沿着一条蜿蜒山路驶向桥市乡将军冲
村。经过茶农精心培育的茶树，就像一条条绿
油油的玉带，从山底盘旋而上，整个茶园仿佛
一个聚宝盆。摇下车窗，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
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来，喝一杯我自己种的茶。”经过20多分
钟的山路，记者来到瑶族老人黎凤云的家。刚
一进门， 老人就端出了早已泡好的茶。“真
香！”老人手上的茶色泽浓郁，虽然已经凉了，
仍能闻到一股香味。
黎凤云老人今年75岁了， 如今和老伴还
有儿子住在山上，靠种植茶树为生。把害羞的
曾孙抱进怀里， 老人和我们拉起了家常：“我
们家一直种茶叶，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一直没
挣什么钱。”前几年，他和村里几个人也打起
茶叶致富的主意，成立了合作社，他还当起了
理事长。
“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没有销路，茶叶摘
回来，卖不出去。合作社种茶第一年，就亏了
两万多元。”说起过去，黎凤云老人显得很无
奈，“一来二去，反而成了贫困户。”
“县农机局扶贫队来了以后，一切都好起
来了。” 黎凤云老人说，“扶贫队带来了每人
1500元的茶叶改良资金。有了这笔钱，我们不
但能买化肥，还能引进新品种。”同时，村干部
们为了村里尽快脱贫，鼓励村民搞土地流转，
培育茶叶种植大户，带动贫困户种茶叶。
说到兴头上， 黎凤云老人拉着我们去看
他的“宝贝”。山路崎岖，但老人健步如飞。“快
看，这就是我种的‘金叶子’。”顺着老人手指
的方向， 一片金灿灿的茶树映入眼帘。“这就
是黄金茶，1公斤最高能卖到6000元。”老人开
心地说。

杨光荣在省住建厅调研时指出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树立“五个住建”品牌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 员 杨 泽 华 ） 今天，副省长杨光荣前往省

8月3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将军冲村，村民种的黄金茶。
为了提高种茶技术， 扶贫队和村里的大
户一起将茶农送到浙江培训， 学习先进的种
茶采茶和制茶技术。“现在我和儿子两个人一
起种了26亩，每亩能产成品茶8公斤。”黎凤云
老人在扶贫队的帮助下， 不但种茶技术有了
很大提高，还开起了小型茶叶加工厂，加工后
的茶叶能卖得更好。
全村的茶叶产量上来了， 销路却成了大
问题。“茶叶现在能卖得好，这多亏了蒋星益，
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浙江茶商。”黎凤云老人口
中的蒋星益，是将军冲村党支部书记，他自己
带头种茶成了大户。 为了给全村的茶叶找销
路，蒋星益买了辆面包车，将村里的茶叶拖到
浙江找销路。同时，也引来不少浙商上门收茶
叶，销路一下子打开了。
“现在光种茶这一项，一年就能收入3万
多元，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黎凤云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摄

老人激动地说。
“我们村以前是典型的贫困村，全村173
户757人， 其中有13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黎凤云老人的茶园前， 蒋星益说起了村里的
情况。通过种植茶叶，村里已有40多户贫困户
脱贫。此外，村里每年有200多名留守人员到
种茶大户那里工作，每人一年能挣几千元。
“到明年，一定能全部脱贫。”蒋星益信心
满满地说，“扶贫队来了以后， 帮我们把路修
好了，建起了饮水工程，还修了通信塔，同时，
县里还实施了电力扩容工程， 村里茶叶加工
厂再也不用担心电压不足的问题了。”

立足抗灾保收成

农业系统抗旱不松劲
程。农业专家称，此轮降雨仅可略缓旱情，各
地要立足抗灾保收成,抗旱补损不松劲。
省农委今天召开电视电话会，部署打好
抗旱救灾攻坚战。据农情调度，截至目前，全
省累计受旱面积327万亩，成灾89.5万亩，绝
收25.6万亩，移栽的晚稻生长缓慢，已抽穗
的一季稻有白色颖花现象， 局地干枯绝收，
经济作物不同程度受旱，3.4万头大牲畜临

时饮水困难。
8月8日起，我省湘中以北出现明显降雨
过程。气象预测10日至11日湘中以南也将有
明显降雨过程， 旱情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缓
解。省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过后，全省仍
将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旱情呈扩大、加重趋
势。
应对严峻旱情，省农委部署，各地要组织
技术力量深入受灾村镇指导防旱抗旱， 积极
利用现有水源，全力保障晚稻种植，加强中稻

肥水管理， 同时做好大牲畜防暑降温和鱼苗
鱼种的并塘转移工作，着力减轻干旱损失。
根据部署，常德、张家界等地迅速安排
技术服务小组深入一线指导。各地积极利用
现有水源，采取“蓄、引、提、调”等措施，确保
晚稻秧苗用水，稳定晚稻种植面积；对处于
抽穗扬花期的中稻，采取引水、打井提水等
措施，确保有水抽穗；对玉米等旱粮作物，采
取覆盖、浅耕培土等措施，搞好病虫害防治，
努力把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澧水堤上抗旱尖兵
李寒露 周勤超

8月9日，记者来到津市新洲镇车胤村采
访。持续一个月的晴热高温天气，让紧邻澧
水大堤的车胤村遇到了近年来少有的干旱。
自8月2日启动从澧水主河道抽水抗旱以来，
镇村干部王金生、张方才、万家中等10多人，
已在堤上连续坚守七昼夜，有效缓解了附近
5000亩进入灌浆期的中稻“喊渴”问题。
湛蓝的天空中，艳阳当头，澧水堤上的
空气非常闷热。没有树荫遮挡，一顶蓝色的
帐篷在阳光下格外显眼。帐篷旁，记者见到
了车胤村党支部书记张方才，以及他守护的
抽水泵。张方才年过六旬，白色上衣汗湿了
大半。他指着鼓鼓的几根大水管，向记者介
绍抽水抗旱情况。
为确保内渠水源， 新洲镇调用了8台共

计64千瓦的抽水泵持续抽水。为了解决电源
问题，镇里还特意花费6万多元购买了800米
长的高压电缆。同时，镇里还动用挖掘机，在
30多名村民的参与下， 在短短3天内对境内
5.5公里内渠进行了一次全面疏浚。
“水涨起来了，我们要排滞。水干了，我
们要从外河抽水抗旱。而每次行动，镇村的
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参战。这次抽水7天7夜抗
旱不稀奇，以前上堤防汛也有待上几天几夜
的情况。”张方才用胳膊刮了刮脸上的汗水，
咧着嘴笑起来。
他接着说：“人待在河堤上， 温度高，人
容易脱水。而堤上的草很多，蚊虫也多，没有
办法按时吃饭， 我们几个村干部轮流值守，
就住在河滩旁的这个帐篷里。”
王金生是新洲镇的驻村干部， 负责联系
车胤村。进入抗旱的这段时间，王金生每天早

晨都将自己在河堤上的工作图、 定位图发送
到镇里的微信工作群里， 进行移动互联网签
到。他在村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
管水”。
水从外河抽进垸内后， 内渠沿途的8个
机埠再往田间水沟抽水， 水才能流到田里
去。为了科学配水，确保村民用水均衡受益，
王金生和几名村干部仍然需要昼夜巡守在
内渠旁， 工作强度相当大。“以前干旱时，容
易发生农民争水、偷水而大打出手，但现在
通过开展巡渠和统一配水避免了这样的情
况。”
当天上午，镇党委书记郭久平，从集镇
功能性改造工地检查完工作后，风风火火地
赶到了车胤村抗旱现场。郭久平说，今年这
场干旱很罕见，但一线党员干部职工不计个
人得失、坚守在抗旱保浇一线的精神，让人
感动，他们是澧水堤上的抗旱尖兵。

村干部自掏腰包引来“
及时水”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欧阳友忠 乐水旺 房辉胜

“今天已是连续第10天引水灌溉。要不
是村干部想办法带头抗旱，我家的70亩晚稻
恐怕泡汤了。”8月9日，宁远县太平镇清水岭
村，清澈的渠水流向干涸开裂的田间，种粮
大户欧阳维凡欣喜地对记者说。
7月以来，宁远县涝旱急转，太平镇开启
高温“炙烤”模式。地处干旱死角的清水岭
村，由于将近一个月高温无雨，山塘干涸，全
村400多亩农田因缺水无法翻耕。 眼看立秋
了，村民们心急如焚，担心错过农时。

关键时刻，靠村干部。7月25日，村党总支
书记唐才雄、 副书记唐石生等村干部连夜召
集在家的所有党员、 组长开会商议对策。“必
须另想办法，再也不能干等天下雨了！”“派人
到水库管理所协调，要求放水。”“水库管理所
就是同意放水，渠道阻塞，水也放不到田里。”
抗旱面临重重困难，会议开到晚上10点多钟。
唐才雄说：
“
决不能让400多亩晚稻插不下
去，必须当机立断，我们村干部都表个态。”村
干部个个发言，表示自筹资金，投工投劳。
村干部自筹资金5000余元很快到位。
随后，村干部带领25名党员、群众，请来一台
挖机帮忙，整整忙活两天，将立新水库至清

水岭大岭脚2000多米渠道全部疏通， 还护
砌堤坝15米，水哗哗地流进田里。
水虽然通了， 但有的村民没有大局意
识，各自扛上锄头“抢水”，容易引发矛盾纠
纷。唐才雄、唐石生及时出面，制定了村干部
轮流值班表和村民轮流用水表，实行“一把
锄头管水”，规定村干部最后一批用水，从而
规范了用水秩序。
眼下， 全村400余亩干旱田全部得到了
灌溉。村民们正忙着耕田、栽秧。在田间劳作
的村民唐小林虽然挥汗如雨， 却笑脸绽放：
“搭帮村干部得力，这水才来得及时，今年丰
收有了希望！”

金洞干群为1595株古树“
解渴”
湖 南 日 报8月9日 讯 （记 者 刘 跃 兵 通
讯 员 刘 福 华 ） 今天一大早，永州市金洞管

理区小金洞乡小金洞村党员奉明告走了
两公里， 为村后有500年树龄的楠木树浇
水。

金洞管理区有百年以上的樟树、甜
槠 、 银 杏 和 楠 木 等 古 树 1595 株 。 为 保 护 古
树 ，近 日 ，金 洞 管 理 区 3000多 名 干 部 群 众
主动认领了为古树浇水抗旱的职责。这些
天来， 大家每天早晚查看古树的情况，想

住建厅政务中心和职工活动中心调研，并
召开座谈会。 他指出， 全省住建系统要把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贯穿始终，围绕“民生住建、创新住建、绿
色住建、法治住建、智慧住建”打造品牌，推
动住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让人民群众共享
发展成果。
听取省住建厅汇报后， 杨光荣充分肯
定了工作成绩。他强调，全省住建系统要认
真谋划，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把握
好城市发展规律，形成住建工作新格局。要

办 法 为 古 树 浇 水 。 金 洞 镇 有 一 株 1100 年
树龄的赤皮青冈树，该镇干部职工想办法
从2公里外引来清泉，为赤皮青冈树“解了
渴”。 到目前， 管理区1595株古树生长良
好。

推进建设，以项目为核心，着力抓好“气化
湖南”、城乡安居等重大民生工程。 要强化
管理，在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建筑市场监管
等领域积极发力，将管理寓于服务中，真正
做到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要打造品牌，围
绕“民生住建、创新住建、绿色住建、法治住
建、智慧住建”努力作为，协调推进城乡建
设各项工作， 使住建行业成为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的行业。要狠抓落实，把工作
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以钉钉子的精神完成
今年各项任务目标， 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打
造一支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

让人民群众感受法律的温暖
游劝荣赴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调研
湖 南 日 报 8 月 9 日 讯 （记 者 于 振 宇 通
讯员 廖远哲）8月9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战高温 抗干旱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周 胜 蓝 ） 近两日， 全省迎来明显降雨过

过2次， 其他会议一律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除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督查巡查、考
核评估外，省扶贫办不再组织检查考评，市
县扶贫办不再开展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
《规定》还要求，省扶贫办督查巡查要
以暗访为主，不得给基层添麻烦；开展脱贫
攻坚调研指导要坚持问题导向， 一律轻车
简从、不得层层陪同，严禁为迎接视察检查
制作高档大型宣传展板、画册等；对脱贫攻
坚工作弄虚作假、数字脱贫的，一律严肃问
责，从重处理。

检察长游劝荣赴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调
研。
调研中，游劝荣指出，坚持党的正确领
导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保证， 要进一步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确保检察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特别是在实行省
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背景
下，更要进一步强化坚持党的领导的意识，
进一步强化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在
当地党委领导下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保一
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游劝荣要求， 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

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全省检察工作要以
省委的决定为指针， 服从和服务于省委确
定的总目标，在履职中服务落实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充分发挥长沙市知识产权
检察局的职能作用，服务科技进步，创新发
展。对标北上广，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确
保好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好的产品出得
去，做得大。
游劝荣指出，要聚焦关注民生。民生问
题，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关系民心向背。要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入学、住房、医疗、就业、
扶贫等问题入手，让检察工作跟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法律的温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大湘菜报》创刊一年结硕果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龙文泱）
“让
湘菜成为地球菜。”今天，由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主管、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大
湘菜报》 创刊一周年座谈会在长沙举行，我
省14个市州的餐饮协会代表及湘菜界知名
人士汇聚一堂。老同志文选德、陈叔红出席。
《大湘菜报》是全国唯一一份以菜系命
名的专业性行业周报。过去一年，该报采取
宣传报道结合活动策划的形式， 承办了省
政府组织的“感知中国——
—湖南味道唤醒
巴黎”、八大菜系品鉴会等活动。同时，该报
开设了“两微一端”，其中新湖南·湘菜频道
每篇报道的平均点击量约3万次，单篇活动

报道的最高点击量约30万次。
文选德建议该报在“大”字上做文章，
要从湖南走向世界， 不拘泥于关注单个企
业而是整个产业链。陈叔红说，湘菜产业伴
随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推进壮大， 期待
该报深挖行业新闻。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
社长孔和平希望该报在大力推进湘菜产业
的健康发展，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挖掘、
弘扬和丰富湖南饮食文化， 推进人民群众
健康饮食、提升生活品质上有所作为。著名
湘菜大师、画家张志君认为，该报报道发现
湘菜之美、奇、趣，让敢为天下先的湘菜精
神得到了鲜活传承。

荨
荨（紧接1版①） 按照政策规定，在湘院
校若线上生源不足， 可按考生填报的征
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 降分幅
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
之内 （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的特殊专业最大降分幅度不超

过30分）。其中，普高艺术、体育类专业生
源不足时，文化最大降分幅度为14分，专
业最大降分幅度为6分；职高对口艺术类
生源不足时， 文化和专业最大降分幅度
均为10分。 降分投档以考生填报的征集
志愿为依据。

荨
荨（上接1版②）
省军区党委要求， 各级要着眼提升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际成效， 切实精准
精细发力，坚持用心用脑、精准精细，下足
“绣花”功夫，研究管用措施办法，推动各项
任务落地见效。要完成好分工联点、对口帮
扶、协调牵头、集中攻坚、巩固深化的任务；
要充分履行驻湘部队牵头之责， 主动掌握
辖区部队参与脱贫攻坚情况， 通报脱贫攻
坚工作动态，传达脱贫攻坚政策要求；要对
已经退出的贫困村、贫困户，一村一户过一
遍，把返贫的、假脱贫的核实核准，重新组
织帮扶， 确保稳定脱贫， 防止弄虚作假和

“数字脱贫”。
省军区党委明确， 各级要始终保持大
事大抓的强劲态势，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硬任务来完成、 作为硬
责任来落实。要建立形势分析、军地会商、
定期报告等制度，形成党委领导抓总、政治
工作机关牵头、军地部门协作、部队官兵和
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要
在力量选配、工作统筹、经费保障、浓厚氛
围上加大力度， 确保军事工作与扶贫工作
两不误；要抓常态督察和执纪问责，通过督
进度、督成效，察责任、察作风，传导压力、
激发动力。

荨
荨（上接1版③）
据介绍，去年6月上旬，醴陵市对既有
渌江书院、状元芳洲等“古八景”及当代生
态人文景点进行全面盘点，初步筛选出12
个备选景点，广泛征求民意和征集命名，最
终通过评选确定书院春秋、古桥芳洲、云岩
禅音、沩山洞天、仙山望岳、官庄平湖、耿祠
荷风、五彩瓷谷为醴陵“新八景”。
之后，该市成立“新八景”醴陵釉下五
彩瓷器创作团队，由当年参与“毛瓷”设计
的邓文科、 熊声贵两位陶瓷艺术大师为艺
术顾问，由李日铭、李人中、周益军、钟放平
等陶瓷艺术大师为主创， 钟放平任首席设
计，20余位大师参与。 灵感来自创作团队
成员的多次写生， 创意源自获得我省文化

创新奖的中国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异形陶
瓷器皿建筑群造型， 既传承了举世闻名的
釉下五彩醴瓷“独创三烧”非遗技艺，又攻
克了立面泼彩的道道难关， 终于创烧出了
24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新醴陵八景”经典
作品。
为了更好地诠释“新醴陵、新八景”内
涵，该市在全市范围内评出8位女性青年形
象代言人，与醴陵文学、书画、摄影、乐舞等
文艺人才互动，发掘人文底蕴，演绎最美风
情。 据介绍，“新醴陵八景” 堪称党的十八
大以来醴陵人民砥砺奋进这五年的精彩之
作，该市将推动“一瓷一景一代言，亦画亦
文亦讴歌”方式，整合全市艺术人才资源，
共同谱写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