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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7年,我省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工作两次在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大会上作交流发言。科技如何支撑产业发展？科技人员如何带
着技术与情怀服务贫困地区的百姓？ 本报与省科协今起联合开办专栏进行报道与解读，敬请关注。

� � � � 湖南日报 10月 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罗锴 张学军） 中
国科协、 农业部、 国务院扶贫办日
前联合在贵阳市召开全国科技助力
精准扶贫现场会， 湖南着力“四个
强化”、 实现“三个全覆盖” 的做
法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们的好评，
我省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的经验与创
新模式在全国进一步推广。 省科技
助力精准扶贫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省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刘小明表
示， 省科协联合省有关单位将进一
步加强组织实施， 推动全省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工程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

2016年以来， 省科协牵头， 联
合省农委、 省扶贫办、 省农科院等
单位在全国率先启动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工程， 动员和组织全省广大科
技工作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该工
程坚持做到了“四个强化”， 即强化
顶层设计和工作协调、 强化工作保
障和运行机制、 强化基础工作和任
务落实、 强化示范引领和创新争先；
实现了“三个全覆盖”， 即省级助力
工程示范和服务项目在187个省派

帮扶工作队驻点村全覆盖、 省派对
口县市区现代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
在全省所有贫困县市区帮扶服务全
覆盖、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培养在
全省所有贫困村全覆盖， 促进了全
省加快精准脱贫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 省科协还将该
工程与国家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
紧密对接、“双轮驱动”，形成了国家、
省、市、县、乡、村六级纵向互动， 科
协、农业、扶贫、科技、教育、财政等部
门单位横向联动的工作格局。 省科
协、 省财政厅将该工程项目纳入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重点支持内
容， 2017年新设立专门项目187个，
共投入项目补助经费1870万元。

截至目前， 该工程已组织服务
专家2340名、 支持农技协与农技协
联合会210个、 对接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名登记在册人数12410人。 凤
凰县雄龙村可耕地面积人均不到1
亩， 通过与以湖南农业大学肖深根
教授为组长的省派科技专家组对接，
52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加入玉竹专业
合作社， 获得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和
市场对接， 脱贫致富有奔头。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
曦）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 今
年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 （截至10月
8日23时）， 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超
过2228万台次， 比去年国庆期间增
长11.29%， 带来巨大交通安保压
力。 在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全员上
岗、 连续作战之下， 道路交通安全
得以确保， 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财产
损失同比分别下降52.45%、61.9%、
54.01%、24.31%。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自9月下旬起即
开展道路交通安保专题研判， 未
雨绸缪强化部署交通管理工作。
在长常、 京港澳 、 沪昆 、 娄怀 、
二广高速沿线15个常备分流点，
充分利用全域路网资源， 科学组
织道路交通， 共采取临时应急管

制分流措施240余次， 成功应对了
多波次车流高峰。 交警总队机关
警力下沉， 组织14个巡回督查组、
5个驻点执勤组、 3个沿线巡逻组、
5个应急处突分队， 累计出动警力
近千人次， 全面加强路面一线督
查指导、 驻点支援和应急处置工
作。

据统计， 国庆、 中秋长假期
间， 全省公安交警日均出动警力
22500人次、 警车7133辆次， 启动
交警执法站409个、 设置临时执勤
点803个， 全力提高高速公路和国、
省道见警率， 大力加强路面巡逻管
控和执法巡查力度， 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21.96万起。 并全面推广高
速公路和国省道、 农村道路轻微交
通事故快处快撤快结， 累计快速办
结5962起道路交通事故， 实现了快
速疏导、 排除堵点。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何啸 龙艳香） 今天，

“为了花朵的微笑” 佳祥助学金发
放仪式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举行， 全
省51个县 （区） 的520名特困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获得佳祥助学金
106万元和价值4万元中华传统文
化书籍的捐助。

此次助学行动由省司法厅、
益阳市卢佳祥慈善基金会共同举
办。 2014年4月， 省综治办、 省司
法厅等省直14部门共同发起“情
暖高墙·关爱孩子 ” 联合帮扶工
作。 3年多来， 全省共帮扶服刑和
强制戒毒人员未成年困境子女
8000余名 ， 挽救“问题孩子 ”
700多名， 成功帮助他们走出因父
母违法犯罪而落下的心灵阴影 ，

重树生活勇气和信心。 为促进联
合帮扶工作常态化， 今年“六·
一” 前夕， 省司法厅与卢佳祥慈
善基金会签订“为了花朵的微笑”
佳祥助学项目， 资助了520名特困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帮助他们
完成2017年下学期至2018年上学
期的学业。

卢佳祥慈善基金会是我省由民
营企业家创办的非公募家族基金
会， 曾先后资助“梦想启航” 助
学、 桃江佳祥医院捐建、 湘阴湾河
敬老院等诸多公益项目。 卢佳祥慈
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易向红表示，
非常希望能以这次公益活动为契
机， 把爱心传递下去， 让特殊的孩
子与所有幸福的孩子们一样， 在同
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
员 银铮铮 记者 龙文泱 ） 2017
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正在湖北
武汉火热举行。 今晚， 由湖南省
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大型
现代花鼓戏 《桃花烟雨》 在武汉
市京韵大舞台上演。 这是我省唯
一入选2017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
演的剧目。

《桃花烟雨》 是我省近年来
创排的一部以精准扶贫为题材的
优秀戏曲作品， 真实反映了改革

开放以来湘西农村的变化。 演出
现场， 真实感人的剧情、 精美大
气的舞美设计、 演员们惟妙惟肖
的表演和充满湘西味的山歌演
唱，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湖湘文化
盛宴。 在近2个小时的演出中，
全场气氛热烈， 座无虚席， 台下
观众掌声迭起。 据湖南省花鼓戏
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罗维介绍， 为
了演活角色， 剧组主创人员多次
深入湘西农村采风， 与角色原型
近距离接触， 并向当地苗歌传人

学唱苗歌。
2017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

由中宣部文艺局、 文化部艺术司
主办， 全国有16个省市区的18台
剧目参演， 反映各省市区地方戏
曲发展的最新成就和风貌。《桃花
烟雨》将在京韵大舞台连演两场，
目前已是一票难求。 此前，该剧作
为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湖南唯一
入选的剧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展
演， 受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专家
的好评和当地戏迷的喜爱。

长沙音乐界用最美的
歌声喜迎十九大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员
肖舞）今晚7时30分，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文联主办的“歌唱祖国·喜迎中国共产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原创作品音乐会” 在长沙实
验剧场举行。

优美的女声二重唱《春风吹起》拉开了音
乐会的序幕。本场音乐会共15个歌唱节目，值
得一提的是， 这些演绎的曲目均为长沙市音
乐家的原创作品。 自今年3月初起，长沙市音
协积极组织优秀会员围绕“歌赞中国共产党、
歌唱伟大祖国、 歌咏砥砺奋进的五年” 的主
题，展开采风创作活动，创作了一大批弘扬正
能量的主旋律音乐作品，并从中遴选了《山乡
鼓韵》《红色文家市》《我心永远》《诗花朵朵心
中开》《进京赶考》等10余首进行反复修改、打
磨，作为本次音乐会的演绎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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