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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在线记者 王亚奇 卢小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 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

消除贫困也不例外。湖南的脱贫攻坚
战，除对贫困人口、贫困户、贫困村展开精
准识别、精准施策外，还因地制宜，通过上
马项目、整合资金、发展产业，增强脱贫驱
动力，让贫困百姓腰包不再瘪，眉头不紧
锁，村庄有了勃勃生机。

上马项目，
为脱贫攻坚装“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湘西十八洞村
时，曾指出扶贫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
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第三件事是搞好下一代的教育。

做好这每一件事，少不了项目“引擎”
来带动。

雪峰山东麓，荷塘村曾是武冈市的一
个省级贫困村。随着武冈机场通航，一条

“天路” 修到了家门口。 距机场10分钟车
程，荷塘村一跃成为区位优势明显、旅游
方兴未艾的美丽乡村。

作为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一个
重要项目，武冈机场不仅“带飞”了荷塘
村，武冈、邵阳的经济发展也乘“机”起
航，对周边地区的精准扶贫起到很大的
推动作用。

武冈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
划项目（简称“薄改”），则让贫困孩子坐进
新教室，换上新桌椅。截至8月底，新一轮

“薄改”总体规划实施项目新建校舍300余
栋、面积16万余平方米，涉及163所学校，
教学环境大大改善。

项目就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记者所到之处，不少地方借项目
开发推动乡村旅游，把旅游扶贫落到了
实处。

去年8月， 一座独特的玻璃桥在张
家界慈利县大峡谷上横空出世。总投资
2.6亿元的项目， 吸引游客395万人次，
纳税过亿元，成为一座致富桥，解决农
民就业121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35人。

在全省范围内，“十三五”农村精准扶
贫规划提出了5大类32项一级项目，包
括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助学培训、改造
搬迁、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项目，基
本涵盖了精准扶贫的所有领域。项目上
马，使得脱贫攻坚战车装上了动力十足
的“引擎”。

整合资金，
浇透干旱少雨“庄稼地”

10月，秋色渐浓。在洪江市黔城镇
茶溪村，一望无际的冰糖橙基地，青中
带黄的果子挂满枝头， 孕育着丰收的
喜悦。

洪江市通过积极创新财政涉农资
金整合制度，将分属多个部门的扶贫资
金集中投放 ，很多“卡 ”在资金上的项
目，都顺利落地。2016年，全市统筹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资金5327万元，带动其他
资金投入7623万元， 完成715人的易地
搬迁， 解决了1.6万名贫困人口的饮水
问题。

无独有偶。从去年起，隆回县也开展
了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变资金“毛毛雨”为

“丰沛大雨”。截至目前，全县共整合涉农
资金76833万元， 有效推动了扶贫工作的
开展。

在怀化，自国家启动武陵山片区扶
贫攻坚试点工作以来， 积极以县为单
位，整合水利、农业、社保、卫生等部门
的涉农资金，集中投入，整体开发。邵阳
市去年共整合投入各类扶贫资金8.8亿
元，预脱贫人口23.8万人全部落实了帮
扶项目资金。

在全省，2016年贫困县涉农资金“大
整合”带来了“强效应”：51个贫困县全面
实施，39项涉农资金纳入整合范围， 规模
达到180亿元，2个贫困县摘帽，1053个贫
困村脱贫出列，1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

今年6月， 湖南因在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方面成效显著， 获得国家财政
部表扬， 并由中央财政给予8000万元
奖励。

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机制，去年
7月，湖南省下发《关于推进贫困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实施意见》，

对资金范围、整合规模及方式、工作措施
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整合资金，形成了“多个渠道进水、一
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局面，供水
源源不断，精准扶贫潮平两岸阔。

发展产业，
“四跟四走”打通扶贫“肠梗阻”

扶贫第一件事是发展生产。产业发展
又是开放式扶贫的核心。上马项目、整合
资金，最终要落到产业发展上来。

发展产业如何做到精准带动？省扶贫
办主任王志群认为， 要将现代农业发展
要求与扶贫对象自身特点相结合， 鼓励
扶贫经济组织与贫困农户建立紧密的利
益联结机制，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
股份合作3种帮扶方式，实现贫困农户稳
定增收。

“精准扶贫在三湘”网络主题活动走
访的三市六县（市区），以及全省其他贫困
地区，都把发展产业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
之重。

中方县编制了《中方县产业精准扶贫
规划》，立足“中国刺葡萄之乡”优势，重点
发展刺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中国南
方葡萄沟”景区开发。三大产业融合，串起
贫困农家的“幸福结”。

张家界武陵源区树立“全域旅游”理
念，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和旅游特
色农业。 数据显示，2016年武陵源为贫困
户兑现产业分红325.71万元，有力解决了
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问题。

永州市重点把握“钱、人、业、联”4
个关键，全力推进产业精准扶贫。株洲
市今年拟设立总规模30亿元的产业扶
贫投资基金，助力脱贫攻坚战。衡阳市
则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2万多名贫
困农民通过在新型经营主体就业，告别
贫困。

发展产业结硕果。近年来，湖南探索
总结了一条“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
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
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路
子。让贫困户、资金、项目和市场等要素实
现精准对接，彻底打通了扶贫机制的“肠
梗阻”，帮助全省260万贫困人口成功实现
脱贫。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曹剑锋) 投入1600万元， 实施苎麻种植加工项目，
带动贫困人口1800人脱贫致富。10月17日全国扶
贫日，在益阳市“万企帮万村”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推
进会暨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上，湖南鑫泰麻业公司董
事长罗建光介绍了公司的产业精准扶贫项目。

据了解，自2016年开展“万企帮万村”活动
以来，益阳市工商联汇聚社会力量，动员市内民
营企业、直属商会协会，通过资金、产业、就业、公
益、商贸等7大扶贫举措，重点对接帮扶全市贫困
村。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公司在国家级贫困县安
化，以黑茶种植、加工、包装、物流、销售等助推就
业扶贫，先后直接安排贫困人口就业近1000人，
年发放工资总额达1.5亿元。在公益扶贫上，市工
商联先后组织企业为安化六步溪村、南华村等贫
困村捐款300余万元。

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刘方军向记者介绍说，下
一步，将动员400家以上民营企业，重点对接帮扶
全市100个以上贫困村，筹资1000万元，为4000家
以上贫困户提供脱贫攻坚帮扶引导资金。

大带动，带得精当
———“精准扶贫在三湘”之全新解读（中）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欧阳海鸥 时天开）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
湖南省分行获悉，该行今年前9个月新增棚改授
信808亿元、发放贷款272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
大幅增长591%、19%，成为支持我省棚改的绝对
主力银行。

今年以来，国开行湖南分行深化与住建部
门的合作，加强与地市政府的沟通对接，加大
了项目储备力度， 大幅提高了棚改授信规模，
进一步加快了资金使用效率。 以长沙为例，该
行结合该市“四增两减”棚改思路，在棚改中增
加公共绿地、公共空间、配套设施、支路网密
度，减少居住人口密度、开发强度，今年前9个

月对该市新增棚改授信146亿元， 发放贷款51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在株洲，该行大力创新
融资模式，采取整体推进模式，为全市所有棚
改项目提供198.6亿元整体授信和一揽子综合
金融服务，支持了南岳岭上月塘棚改、清水塘
棚改等一大批项目。

据了解，国开行总行通过成立住宅金融事
业部，按照“市场运作、单独核算、保本微利、高
效透明”的经营原则，为棚改提速提供成本低
廉、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国开行湖
南分行已累计向我省承诺棚改贷款2286亿元、
发放贷款1150亿元，让更多居民早日圆上“安
居梦”。

国开行前9月新增棚改授信808亿元
同比增长近6倍，成支持我省棚改绝对主力银行

益阳“万企帮万村”助力扶贫攻坚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张脱冬）“站位再提升，重点再聚焦，‘行拳’再
组合，融合再深入，宣传再加力，行动再拓展！”今
天，岳阳市政协主席徐新楚在该市政协“我为扶
贫做件事”宣讲及委员“三个一”扶贫行动推进视
频会议上，再次发出动员令。

“嘘寒问暖篱笆院，访户谈心左右邻；送宝传
经寻富路，聊天论地找穷根。”省政协委员、平江
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向晓燕，在宣讲会
上分享了自己写在扶贫日记本上的一首诗。“愿
用我的努力，换你岁月静好！”她带领县工商联成
员，引导企业家投身家乡的扶贫帮困、修桥铺路

等公益事业。从去年底至今，他们先后组织企业
家捐款7000多万元， 联系帮扶300多个贫困村、
3000多户贫困户。

“探索四种模式，助力脱贫攻坚。”湘阴县政
协主席周义军说，该县246名省、市、县政协委员
共结对帮扶贫困户832户，发展致富产业项目20
个，捐款捐物300多万元。

会上，临湘市政协主席廖祯祥、华容县政协主
席徐康荣、弘一医院院长王玉象、致公党岳阳市委
秘书长谢模满、 小家庭餐饮公司董事长瞿圆圆等
10位市、县政协委员，以“我为扶贫做件事”为主题
作了宣讲报告，感动了在座100多名听众。

岳阳“三个一”扶贫行动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