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主持人：目前 ，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工作已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任务”。 越往后走，越是难
啃的“硬骨头”。 如何确保湖南如期完
成脱贫任务？

李晖：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硬骨
头”：永州市今年要完成宁远、双牌、江
永3个县的脱贫摘帽任务， 压力巨大。
但我们也有信心能兑现脱贫的庄严承
诺，和贫困户一起过上好日子。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故
事。

在宁远县有个紫江村，是典型的
“老、少、边、山、穷”地区。 2014年时，
村里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但现
在人均收入已经到了10100元。 他们
怎么做到的？ 我们用3句话形容：“过
去背着斧头上山砍树、现在背着锄头
上山种树；过去的老百姓单打独斗在
家里守穷、 现在的老百姓加入合作
社，抓种养规模经营；过去老百姓卖
木材为生，现在老百姓卖风景致富。 ”
3句话说明一个道理： 通过发展绿色
生态产业， 通过发展规模种养业，通
过发展农家乐和乡村旅游，最穷困的
山村也飞出了金凤凰。

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我觉得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压实责
任。 党委一把手要把脱贫攻坚责任牢
牢扛在肩上。

第二要夯实基层基础。 紫江村有
个好支部， 村干部带着村民一起干。
通过脱贫致富，也锻炼了基层干部队
伍，夯实了村级组织建设。

第三是要创新举措。 在紫江村的
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我们动员了各方
面的力量，从政府网站到志愿者再到
众筹， 我们社会扶贫的参与程度很
高。 所以要通过不断创新举措，确保
资源聚集、共同发力。

陈永忠：湖南的脱贫攻坚战到了关
键时刻，我们科技队伍也不敢懈怠。 这
些年，随着科技特派员、山区人才计划、
万名科技人员下乡工程等工作的推进，
一大批科技人才活跃在扶贫第一线。科
技人才要继续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到
农业生产第一线， 带到农村和农民身
边，把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

还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
构建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解决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的问
题，形成比较长效的脱贫机制。

第三，要进一步发挥基层组织的作

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浏阳市淳口镇
狮岩村村支书吴远图连续投入近2000
万元， 建起了3000亩的油茶林和各种
蔬菜基地等，村民收入翻了几番，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我认为，就是要真正培
养和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基层干部队伍， 留下一支扎根农村
“不会走”的工作队。

陈志强：扶贫是全党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要动员和整合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

政府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把各
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驻村工作
队是冲锋队，要真正做到爱农村、爱农
民、能干事；社会舆论要持续关注扶贫
工作，为精准扶贫凝聚正能量；最后，
企业是所有资源配置当中最具活力、
最具魅力的， 要鼓励引导企业特别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

我相信，把这些力量有机组合在
一起，就一定能把精准脱贫的工作做
好，就一定能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这
些贫困村也不仅仅是摘掉“穷帽子”，
而是真正形成可持续的产业、良好的
生态、文明的乡风，焕发美丽乡村的
璀璨光彩。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晒晒扶贫“成绩单”，
湖南迎来贫困群众增收最快、最有获得感的时期

党代表会客室

兑现脱贫庄严承诺：“好日子，一起过”
【摘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

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

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

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

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确保到2020年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嘉宾】
李晖 ：十九大代表，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
陈永忠 ：十九大代表，省林业科学院党委委

员、经济林果研究所(油茶研究所)所长
陈志强 ：十九大代表，步步高集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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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 � � 主持人：3位嘉宾都奋战在脱贫攻坚的第一
线。 首先，请大家晒一晒各自的“脱贫成绩单”。

李晖：2014年建档立卡时，永州共有68.45万
贫困人口。 通过努力，截至2016年，贫困人口降至
31.47万，减贫率达到了54.2%；774个贫困村减少
到643个，贫困发生率从13.5%下降到6.3%。 我们
的社会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工
作都走在全省的前列，永州和全省一样，迎来贫
困群众增收最快、最有获得感的一个时期。

陈永忠： 近年来，湖南的油茶产业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 油茶种植面积从1700多万亩增加到
2100多万亩， 产量从10万吨增加到了23.7万吨，
产值从100亿元，增加到近300亿元，累计实现脱
贫人数达到120万人。 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邵阳县把油茶产业作为他们的县域支柱产
业来发展，近几年，当地油茶的种植面积从38万
亩发展到了61万亩， 形成了一个12亿元的大产
业，解决了8万人口的脱贫问题，这也是油茶产业
为我们精准扶贫做出的一点成绩。

陈志强： 步步高集团是湖南的知名零售企
业， 我们的扶贫之路主要是依托企业的平台资
源。2016年到2017年，步步高走进湖南的45个村，
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产销渠道，把一些有特色的
农副产品推向城市，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我们把
这个计划称为“点石计划”， 寓意着通过产业扶
贫，贫困山村的农副产品就能实现“点石成金”。
去年， 这部分农副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6.3亿元，
今年，许多村庄都纷纷找来，希望加入我们的“点
石计划”。

� � � � 主持人： 从大家刚才分享的经验中我们发
现，贫困户要彻底脱贫关键还是靠产业。 可以说，
产业是精准扶贫的“发动机”，是增收致富的 “摇
钱树”。 那么，产业扶贫怎样做到精准、高效呢？

李晖：永州共有23万人参与到了产业脱贫当
中， 其中有345个贫困村发展特色种养业，116个
村发展乡村旅游业，来势非常好。 从我们的工作
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产业要做到三个选准：

第一，要因地制宜选准产业。 举个例子，江永
县有个贫困村叫勾蓝瑶寨村， 这个村有500多栋
古瑶寨的红砖老房。 过去老百姓守着这个红砖
房，觉得没有什么奔头，现在他们通过“旅游合作
社+入股”的方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其中还有不少美国、加拿大
等国的国际游客。 勾蓝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选
准了产业，过去的穷山也能变成金山银山。

第二，要选准企业或能人。 靠老百姓单打独
斗形不成规模，一定要依靠企业或者能人来带动
整个产业走上标准化、经营化、规模化的道路。

第三，要选准利益分配机制。 贫困户的土地
流转以后，怎样跟合作社、企业处理好利益分配
机制，必须有科学的机制来对接。 永州的做法是
通过土地流转、老百姓参股入股、小额贷款、能人
带动等系列方式，让企业、能人和贫困户分别得
到各自的收益，形成产业扶贫的良性循环。

陈永忠： 精准扶贫的产业应该是持续的，除
了选准产业方向，还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一，要遵循科学的规律。 比如在发展油茶
产业时，我们要遵循油茶种植的科学规律：适地、
适树。 油茶种植的土层需要在60厘米以上，那么
太薄的就不能种； 油茶种植的土壤需要酸性的，

那么盐碱地就不合适。 一些地方或老百姓看到种
油茶赚钱，就一窝蜂地想“跟风”，但是当地的土
壤不适合，我们也不主张他们种。 此外，还要有配
套的栽培技术，光有良种没有良法，也得不到高
产油茶。 必须要从油茶的整个生命周期期间做好
施肥、修枝、整形等管理工作，油茶树才能长起
来，才能结出累累硕果，油茶产业才能真正成为
“致富”产业。

第二，要树立品牌意识。 现在，一些农村的产
业发展得还是挺好，但生产出来的都是初级农产
品，市场价值相对比较低。 如果把它们做成品牌，
或者延长其产业链， 那么效益可能会成倍增长。
因此，产业扶贫要实现高效，就要提升项目整体
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陈志强：产业的选择上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我们之前去十八洞村，想帮当地建个厂。 建什么厂
呢？ 当时有人说办个腊肉加工厂，这样每年销售收
入预计有3000万，致富速度比较快，但我们考虑对
环境有污染。 后来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世
代代都喝这山里的山泉水，甘甜可口。 最后，我们决
定在这里办个山泉水厂，优先招聘了30多名十八洞
村的贫困户与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泥腿子庄稼汉摇
身一变成为了现代化企业的产业工人。

我认为， 企业要成为产业扶贫的主力军，把
市场和农民有效对接起来。 邵阳的红薯粉、绥宁
的萝卜、桂东的黄桃、江永的莴笋……这些年来，
步步高在全省的贫困村“挖”出了许多“宝贝”，这
些绿色有机农产品摆上城里超市的货架上，很快
就被抢购一空。 企业可以根据市场这个指挥棒，
引导农民形成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推动形
成产业化经营、规模化运作的农业发展之路。

� � � �主持人：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
要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在现实中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群众在扶贫队的
帮助下实现脱贫，但没过多久又返贫
了。 如何防止脱贫后再返贫？

李晖：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 老
百姓到底怎样稳定脱贫不返贫呢？ 我
觉得要做好三个结合：

第一、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
合。 就像陈永忠代表所说的，老百姓
可能没有种过油茶尤其是高产油茶，
怎么种植？ 怎么养护？ 这就要相信科
学，要听专家的意见。 有时候尽管我
们把苗送过去了， 也教了他怎么种，
但后期怎么维护？ 就得靠贫困户他们
自己，得自己学、自己干。 所以，我们
一方面要把贫困农民自己主动脱贫
之志气“扶”起来，另一方面，要从职
业教育、农技推广、拓展信息流通渠
道入手，培养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

能、有经营意识与能力的新兴知识化
农民，增强农民在生产、流通环节中
的主导权、话语权，减少他们在生产
中的盲目性，使之真正地适应农业现
代化。

第二、 要把主动跟被动相结合。
一方面要调动贫困户主动脱贫的意
愿，另一方面，要多为贫困户着想，改
变被动扶贫的局面。

第三，政府、社会和贫困户要共
同发力，只有这样，才能把精准脱贫
的保障网织牢、织密。

陈永忠： 要保证脱贫后不返贫，
加大教育是关键。 这个教育包括几层
意思，一是要确保贫困户的义务教育
全覆盖。 要加大科技宣传和科普教
育。要加强示范教育。这些年，我们国
家在推广油茶上投入了几个亿，建起
了3万多亩示范林。 通过示范林的“现
身说法”， 老百姓可以轻松感受到良

种良法带来的增产魅力，接受起来也
更加容易。

陈志强 ：防止脱贫后再返贫，要
培养他们的自身造血功能，这其中，
让农民在土地上找到成就感是关
键。 其实每一个农民的内心都向往
着在土地上找到成就感。 所以步步
高团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在一个
地方产业扶贫的第一年， 一定要以
比市场高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产品，
一定要从“第一桶金” 就给人以希
望、给人以信心。 有了信心和希望，
他就会有进步的动力。 他就会思考：
为什么同样种萝卜， 别人亩产4000
公斤，而我只有1000公斤？他就会去
请教和接受培训， 慢慢提升自己的
技能和水平。 所以我觉得，让老百姓
在他最擅长、 最亲密的土地上找到
成就感， 他们就一定会找到致富的
康庄大道。

产业扶贫谋高效，
不跟风、个性化，用好市场的指挥棒

脱贫不返贫，
让老百姓在土地上找到成就感

精准扶贫进入冲刺期，
动员全社会力量投身脱贫“攻坚战”

� � � � 10月20日， 李晖代
表（左二）、陈永忠代表
（右二）、陈志强代表（右
一）接受联合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