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
溆浦县是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

县之一。 到 2015年底，全县尚有贫困村 138个，贫困人口
10.78万，扶贫任务十分艰巨。

为保障贫困群众同步实现小康，溆浦县委、县政府立
下“军令状”，向贫困全面宣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脱
贫路上，绝不允许任何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绝不允许任何
一个贫困家庭掉队，绝不允许任何一个贫困村掉队，绝不
允许任何一个乡镇掉队！

悠悠万事，脱贫为大。脱贫攻坚既是头等大事，也是民
生实事。溆浦县千方百计挖穷根、摘穷帽，让贫困群众在脱
贫攻坚中获得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真正实现脱贫
致富。

溆浦县扶贫办提供了一组“温暖”的数据：3 年多来，
全县已有 5.2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 20.7%降至 10.6%。

脱贫致富快，全靠“车头”带。 按照“家家有干部、户户
有计划”要求，溆浦县深入开展结对帮扶活动，明确每名县
级领导联系一个乡镇，主抓一个贫困村。 从机关单位精心
选派 137名党员干部驻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并为每个贫
困村安排一个后盾单位对口支持脱贫，确保建档立卡贫困
户帮扶责任人全覆盖。

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个帮扶责任人。 溆浦县组
织全县机关党员干部和有帮扶能力的农村党员，通过“一
对一”“一帮多”“多联一”等形式，因地因户因人施策，帮助
贫困群众致富。

观音阁镇铁溪垅村瞿继平一家 5 口人，妻子患病无劳
动能力，一儿一女正在上学，家庭条件十分困难。县社保局
干部周采洋认下了这户“穷亲戚”。 根据瞿继平擅长种植的
特点，周采洋帮扶他出资挖田，并提供种子和化肥，顺利实
现了脱贫。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 溆浦县坚持走“四
跟四走”产业扶贫路子，为每个村培养 5 至 8 名致富能手，
带头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农村资源变成股权、资金变
成股金、农民变成股民，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拓宽了贫
困群众就业增收门路。

北斗溪镇引导贫困农户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建立“七星
瑶寨”和百亩花海，带动 96户贫困群众户均增收 3090元。
旅游扶贫“雪峰山模式”吸纳 320人就业，带动 110名贫困
群众稳定增收。 如今，在溆浦，各类致富产业蓬勃发展，成
为贫困群众打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就业是民生之本、脱贫之要。 劳务输出是实现稳定脱
贫的有效办法，但贫困户普遍年龄偏大、技能低，出不去。
为此，溆浦县坚持以培训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
业促进脱贫。 仅去年，该县就开展创业培训 40期，让 4981
名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找到“称心”工作，实现了“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

今年初，在该县“开展劳务协作，推进精准脱贫”红花
园工业园大型人才招聘会上， 近 20 家企业为贫困群众提
供了就业岗位 3000余个。

三江镇坪坡村易地扶贫搬迁户肖详理家以前住在半
山腰的土屋内，水电不通。今年，该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帮他建好了新房，让肖详理喜笑颜开地说：“做梦都想不
到，这辈子能住上新房。 ”

去年来，溆浦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美丽
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结合推进，创新实施方式，科学选址
规划， 倒排搬迁时限， 简化审批流程， 加快推进力度，让
701 户 2644 名“一方山水养不活一方人”的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搬”进了幸福生活。

搬得出，更要能致富。 溆浦县在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成立了村(社区)服务中心，把各项服务送到搬迁群众家门
口。 并针对搬迁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脱贫意愿，逐户
制定后续发展帮扶措施，在每个集中安置点至少配套一条
后续脱贫门路。

“我们再也不用到山上去挑水了。 ”近
日， 看着清澈干净的自来水从自家水龙头
奔涌而出， 溆浦县舒溶溪乡竹坡坳村村民
舒军文充满了赞叹和惊喜。

溆浦县地处湘西山区， 过去村民饮水
多靠肩挑手提。 溆浦县确定了以“水质优先，统筹规划，

重点突出”的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思路。 5年来，该县共新建和
续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86 处，解决了 39.41 万农村人口饮
水不安全问题。

民生无小事，点滴暖人心。 溆浦县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优先确保民生支出，让人民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2016 年，溆浦县共完成
民生支出 36.7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3.3%。

铺平致富路，殷殷民生情。 随着沪昆高铁、娄怀高速先后
建成通车，溆浦已进入“两高”时代，出行通江达海。 但由于县
域面积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为此，溆浦县在加快
县乡道改造、通达通畅工程建设的同时，还启动了县乡公路
断头路“三年清零”行动，为群众出行和脱贫致富打通了“最
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 该县共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4.15�亿
元，完成 25 条 190 公里的“断头路”建设，受益群众多达 50�
余万人。

电灯亮了，电话通了，群众的心暖了。 该县还实施了农网
改造“三年清零”行动、移动信号全覆盖“两年清零”行动等为
民办实事项目，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改善了农
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今年 9 月底，溆浦县妇幼保健院住院楼主体工程竣工验
收。 居民舒云晴打心眼里高兴：“过去院里只有 10个床位，现
在增加到 100个了，再也不用担心排不上队了。 ”

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是满足群众病有所医需求的最根本
途径。 过去，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医疗水平有限，看病难
成了溆浦县百姓的一块“心病”。 为此，溆浦县下决心补齐民
生短板。 随着该县人民医院医技大楼投入使用，怀化济民医
院启用，各乡镇卫生院改造升级，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环境更舒适、功能更完善、技术更雄厚、流程更便捷的基本医
疗和更多的健康保健等服务。 该县“智慧医疗”建设、公立医
院互联互通工作有序开展，已经实现县城医院、乡镇卫生院
“一站式”结算。

溆浦县还把社会保障工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每年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1000 余万元，开展技能培训 1600 余人，提供
岗位超过 9000个。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均有增
加，全县社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去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达 75 万余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
52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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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保障和

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

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近日，走进美丽的溆浦县，

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民生画卷。

幸福花儿遍地开

□ 周晓鹏 周磊 曾伟 伍交才

溆浦是“革命老区县、屈原文化城、抗战决胜
地、湘西乌克兰、资源宝藏库、理想创业园”。

5年来，溆浦县迎来了“两高”时代。 怀化市委书
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国甫多次深入溆浦调研指
导， 要求溆浦党员干部带着对老百姓的深情干好工
作，让党的阳光雨露照耀和滋润老百姓的心田。 怀化
市委副书记、 市长赵应云要求该县把产业园区作为
强县的重要抓手， 加快以县城为龙头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该县积极抢抓“两高”时代带来的机遇，自觉把
经济社会发展放到“一极两带”和“一个中心、四个
怀化”建设中去谋划，按照“振兴工业、提升农业、统
筹城乡、创新驱动”工作思路，全力以赴稳增长，着
眼长远打基础，多办实事惠民生，抢抓机遇促改革，
从严治党正风气， 把百姓的期待变成了干部的行
动，把民生的承诺变成了生活的现实。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莫说我们
家乡苦，夜明宝珠土里埋。 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花
儿遍地开。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溆浦县委书
记蒙汉说:“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幸福，幸福凝聚
民力，民力推动发展。 抓发展就是为了保障民生，抓
民生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 ”

重点项目建设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没有项
目作支撑，发展就无从谈起。溆浦县委、县政府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主战场”。
今年，溆浦县共确定了 116 个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总投资 295亿元。

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溆浦县每年拿出上百万
元“重点建设项目奖励基金”，兑现考核评比奖励，
极大激发了项目建设活力。

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正是休闲好时节。但溆浦
县各大重点建设项目现场却是热火朝天，日夜加班
加点施工。

干劲缘于今年 8 月开展的重点项目建设“百日
攻坚大竞赛”。县城立体停车场、红花园工业园标准
厂房、长乐大道等 10大重点建设项目同时开工。圣
达学校、屈原大道二期等 30个重点民生实事、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项目“总动员”。比投资任务、比建设
进度、比现场管理、比安全生产，掀起了新一轮重点
项目建设“大比武”。

同时，该县还狠抓跟踪协调服务，千方百计为
项目投资者创造高效服务环境，严肃查处破坏投资
环境及侵害投资商利益等问题，促进重点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项目带动发展，群众享受红利。 每到清晨和傍
晚，溆浦县灵翠山公园人头攒动，游人如织，欢歌笑
语就是一幅生动的民生画卷。

作为百万人口的大县，以前的溆浦没有一个像
样的休闲娱乐场所，对公园的修建，群众期盼已久。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溆浦县委、县政府投
资 1.5 亿元，在县城城西修建了一个集休闲、健身、
娱乐为一体的生态休闲公园。

走进灵翠山公园，水塘岸边绿树成荫，花草环
绕；亭角路畔百花盛开，鸟唱蝶舞。 公园内种植了
10 万多株树木，还复原了“栎垅樵歌”、“鹰渚回波”
等溆浦县城历史上的有名的风景，修筑了人民英雄
纪念广场和纪念碑。

在溆浦， 通过重点项目建设带来这样的改变，
还有向警予同志纪念馆提质改造、辞海广场和溆水
河风光带的建设。今年刚刚建成的辞海广场大气磅
礴，亲水平台绿树掩映，市民休闲三五成群，与修缮
一新的水东镇舒新城故居遥相呼应，成为溆浦县城
又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路是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的血脉，更是普惠于民
的工程。近年来，从迎宾西路、园艺西路、屈原大道的

新建，再到义陵大道、警予路改造，县委、县政府为改
善城区交通路网下的这步棋，谜底逐渐解开。

据县住建部门介绍，按照省委、省人民政府发
布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 年)》，溆
浦已被列为“I型小城市”。 到 2020年，溆浦县城规
划总面积将达到 20 平方公里， 县城总人口将达到
20 万人。 为此，溆浦县委、县政府启动了屈原大道
建设项目，拉开了城市骨架，提升了县城承载能力。

今年 2 月，历时一年，投资一亿多元，宽度 40
米，双向八车道的屈原大道一期项目竣工通车。 宽
阔的路面，精致的绿化和道路两旁一个个吉祥喜庆
的中国结路灯交相辉映，让从外地回家过年的老乡
赞叹不已。 据了解，屈原大道二期工程正在如火如
荼建设中。

警予路是溆浦县城的主街道，也是溆浦最集中
的商业区。过去，街道拥挤，管线织网，交通堵塞，严
重影响了溆浦形象， 更给市民工作生活造成影响。
溆浦县把警予路综合提质改造纳入县城综合提质
的重点项目，投入 2.3 亿元，对警予路进行了临街
两侧强弱电网入地改造，建筑立体美化、亮化改造，
人行道地面改造。市民张永生由衷地点赞：“鲜花装
扮，清新洁净，整齐有序，给人花园般的感受！ ”

为对接沪昆高铁，溆浦县加快北斗溪特色新镇
建设，确立了“溆浦南部窗口镇、花瑶文化特色镇、
神秘古村生态镇、高铁经济明星镇”建设目标。 如
今，走进该镇，目及之处皆是青山绿水，白墙青瓦，
花香四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县委副书记、县长谢商成
说：“教育事关千秋万代，是最重要的民生。 教育最
重要，学校的建设最重要，教师的德才素质最重要，
学生的德智体美劳最重要，教育的管理最重要。 ”

溆浦县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5 年来，溆
浦县财政对教育的年投入逐年增加， 由 3.09 亿元
提升至 10.1亿元， 增长达 226.5%。 特别是近 3 年
来，溆浦县改造薄弱学校 143 所、恢复改建村小 13
所，改建校舍面积 32490 平方米，办学条件大为改
善，保障了农村孩子就近入学。

为有效破解城区大班额问题，溆浦县在城区新
建了鹿鸣学校和圣达学校两所高规格、高起点的现
代化综合性学校，增加学位 1万个。

溆浦县从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微小”问题入手，
关注群众的“微愿望”，通过“微建设”，实现群众的
“微幸福”。 8月 29日，沿溪乡“两金”公路上金二
桥危桥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6000 余人出行
安全将得到保障。

今年， 溆浦县还加快了乡镇集镇改
造力度。 连日来，该县龙潭镇、黄茅园
镇、龙庄湾乡集镇改造热火朝天，不久
将改变过去街道泥泞不堪的状况。

向贫困宣战： 脱贫路上不掉队

向战场集结：
惠民项目“总动员”

向幸福奔跑：
人人乐享新生活

新建的溆浦县屈原大道。 舒采平 摄

蓬勃发展的溆浦县红花园工业园。

幸福的溆浦县观音阁
镇覃村。 李健 摄

群山环绕中的沪昆高铁溆浦南站。

溆浦县祖市殿镇赤溪村
贫困群众喜迁新居。 周磊 摄

北斗溪新镇面貌一新。

溆浦穿岩山
国家森林公园游人
如织。 谌晓荣 摄

———溆浦县推进民生工作纪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溆浦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