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扬帆

在国家５Ａ级景区恩施大峡谷， 今年49
岁的刘成松是远近闻名的 “背篓哥” ，经过
３０多年的不懈奋斗， 由过去吃低保到现在
存款数十万元，真真正正脱了贫。 最近又给
自己制定了一个“三年规划”：再奋斗３年，
把７间私房建成农家乐。 日前， 新华社以
《“背篓哥”的“三年规划”》为题对他进行了
报道。

感恩于好时代、好政策，不是肤浅应景
的表达，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不是空洞抽
象的话语，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这一点
在 “背篓哥” 刘成松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不加过多修饰。 多年来，刘松成一边帮
游客背东西， 一边用自己作的打油诗介绍

景点，还推销拐杖等商品，在景区可谓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 从过去吃低保到现在有数
十万存款， 从当初种地放牛到现在做 “导
游”，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设立了“三年规
划”。 不得不说，“背篓哥” 赶上了好时候，
赶上了政策的春风。

“背篓哥”活得很真实，尽管“一年挣个
五六万块钱很简单”， 但他不改做人本色。
对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他拒绝骄傲自满，
而是给自己设立了小目标，建成“背篓哥农
家乐”，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 “三年规
划”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极其真实的存在和
可以“跳起摸高”完成的目标。

从“背篓哥”的“三年规划”中，可以看
出他身上的三种潜质。 一是有闯劲，敢想敢
试。 天下之事都是干出来的，不去闯、不去

试，便不可能闯出一番天地，“背篓哥”的规
划看似很大胆， 但这是这份追求激励着他
作出新的尝试和挑战。 二是不忘本，脚踏实
地。 “背篓哥”火了，他却没有飘飘然，依旧
尽心尽责地去完成每一次解说， 帮游客背
东西，在导游之外还种了十几亩地。 三是懂
感恩，不忘初心。 “背篓哥”谈起曾经的困难
生活，如同就在昨日，说起那段天不亮就下
地，白天去周边打零工的艰辛日子，他很感
恩，也倍加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正是这份经
历和苦难，激励着他不断向前。

“背篓哥”很倔强，“不要政府给钱， 我
自个儿奋斗”， 或许正是这股子执着劲激
励着他阔步向前、 辛勤奋斗。 对这样一位
质朴农民的“三年规划”，我们不得不由衷
竖起大拇指， 为他点赞！

有感于“背篓哥”的“三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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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瑾岚

发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
“安责险 ”）， 是改变安全生产 “政府统
揽”、 构建 “社会化” 治理机制、 提升安
全事故风险管控水平的重要手段 。 目前
我省 “安责险 ” 发展生态有待优化 、 运
营模式有待完善 、 服务范畴有待拓展 ，
建议构建两大机制， 推进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机制。 一是加快强制保
险建章立制， 借鉴其他省 （市） 的经验，
出台地方性法规， 将 “安责险” 纳入重点

行业强制执行范围， 鼓励其他行业积极参
保。 二是制定财税激励政策， 明确高危行
业企业在申请财政补助、 税收优惠等优惠
政策时， 将是否购买 “安责险” 作为前提
条件。 三是建立约束惩罚机制， 在行政审
批执法过程中， 对未参保的高危行业企业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顶格处罚。

探索费率市场化机制 。 一是推动费
率浮动市场化 ， 针对当前费率浮动比例
偏小的情况 ， 建议费率最高可上浮至行
业差别费率的300%， 最低可下浮至行业
差别费率的40%， 通过经济手段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 ； 二是推动赔偿标准市场化 。
借鉴海南省每人赔偿标准限额40万至80
万元 、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 200万至
2000万元的创新举措 ， 建议我省通过扩
大待遇水平变化幅度激励保险公司发展
“安责险 ”； 三是推动费率厘定因子的突
破 。 支持保险公司与参保企业签订个性
化合同 ， 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 、 隐
患排除 、 安全培训以及应急救援等因子
纳入合同范围 ， 拓展 “安责险 ” 服务范
畴， 强化其社会化治理功能。

（作者单位： 湖南省社科院）

肖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在推动全面
开放新格局下 ，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
在此背景下， 湖南应及早谋划内陆自贸
港建设， 抢抓全面开放新机遇。

精准把握概念 ， 充分认识自贸港的
重要意义。 对于湖南来说 ， 自由贸易港
不仅是自由贸易区的2.0版， 更具有促进
全面开放的新动能。 它可带动港口与产
业之间、 产业与产业之间 、 产业与地区

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高水平联动与深
度融合， 引领湖南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
局， 推进湖南的发展向更深层次 、 更广
领域延伸。

明确发展定位，深入对接“一带一路”
开放建设。 “一带一路”是国家全面开放的
重要平台，湖南要把创建内陆自由贸易港
作为对接这一平台的重要桥梁。 一方面，
应吸聚、整合、优化省内产业、贸易、金融、
物流等要素，形成湖南的比较优势 ；同时
找准“一带一路”发展中的需求域，通过精

准对接，将自身比较优势转化为开放吸引
力和开放优势。

提前研究谋划 ， 加快推进内陆自贸
港申报工作 。 作为一项国家开放战略 ，
自贸港建设已经引发了高度关注 ， 一些
省市已经在积极酝酿和准备相关工作方
案 。 湖南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区的申
报， 同时着手研究与谋划内陆自贸港建
设 ， 为后续自贸港的申报工作打好基
础。

(作者单位：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杨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大扶贫格
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这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和校
地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平江县是财政部定点帮扶点，按照加强中
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的要求，财政部把对
平江县的定点扶贫列入了“一把手”工程，今年
以来有两位部级领导、10余位司局级领导到平
江调研指导；目前已建立健全了定点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部内司局横向协作、四级财政部门
纵向联动、专题调研交流、基层党组织对接、信
息报告和督促考核等7项机制， 这些措施对保
证平江县2018年如期脱贫发挥出了重大助推
作用，同时也为部门深度参与定点扶贫工作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通过部省两级财政15年的帮扶支持， 平江
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但也要看到，扶
贫工作现在已进入解决“贫中贫、困中困”、啃硬
骨头的攻坚阶段。 因此，在扶贫攻坚深水区，帮
扶措施不能单纯靠引资金、带项目，更需要思路
创新，措施创新。

平江县作为生猪、木材、南竹、黑山羊、水果
等农产品生产大县，有茶叶、油茶、五香酱干、山
桂花蜜等规模特色农产品， 但总的来说这些产
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数量优势没有变成经

济优势。在发动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过程中，不敢
种、不敢养、不敢试的现象仍然存在。 究其根源，
还是缺技术、缺信息、缺带头人。

经扶贫工作队多方组织协调，平江县日前
与湖南农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按照协
议，湖南农大将从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关键技
术研究、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培训等领域
入手， 为平江农业经济发展进行顶层规划、思
路整合和人才储备。 此次贫困县与高校牵手联
姻，除签订框架性战略协议，还有很多“干货”，
如双方成立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合作协调、建立
未来合作的项目库等，这种将高校智力引入扶
贫攻坚的路径， 既可以夯实稳定脱贫的基础，
更能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长期活力。

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要实现目标，一方
面靠“财”，通过加大投入、增加规模，整合资金、提
高效益，增强脱贫能力；另一方面要靠“智”，在投入
不足问题缓解之后，更要注重解决智力支撑不足、
脱贫后劲不足的问题，实现“脱真贫、真脱贫”，这恰
是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忽视的问题。

发挥财政作为综合部门的优势，引入高校
资源，为贫困县注入智力活水，将对产业扶贫、
稳定脱贫有重要意义。 “财智”双引、动力倍增，
双轮驱动、攻坚可期。 可以乐观地估计，在平江
县这块好“底料”上，配上湖南农大专业人才的
“绣花”功夫，必将织出绚丽的富民强县图画。

（作者系财政部驻平江县扶贫挂职干部）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财智”双引 扶贫攻坚可期

湖南“安责险”有待推进

“内陆自贸港”宜早谋划

�荨荨（紧接1版①）“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将展
出千余件文物， 有40%以上的文物是首次展
出；在“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中,“皿
而全”铜方罍首次亮相省博物馆，以它为首的
4000多件（套）文物将从各个方面，向观众展
示湖南的风土人情及湖南人的个性与精神。

在建筑设计、布展陈列、服务品质上，都力求
给人以美的享受。记者进入展厅，大气沉稳的馆内
空间设计、考究的展品陈列和灯光设计，营造出沉
静悠远的氛围，瞬间把人带入深邃的历史时空中。
展厅内， 文物不是简单的陈列， 而是通过场景复
原， 让参观者体验和感受当年湖南人的生活场景
和精神世界。像怀化古宅这样的大物件，从建筑本

身到室内陈设都全部搬进展厅内。
最令人关注的“辛追夫人”过得还好吗？段

晓明介绍，5年中，省博物馆与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一直全程监控辛追夫人的状况，对其保护获
得了教育部科技推广一等奖、国家文物局科技
进步二等奖。辛追夫人遗体的陈列方式也有了
改变，由参观改为瞻仰，更强调观众对先人的
敬畏，对历史的敬重。

省博物馆于11月29日下午1时正式对公众
开放，试运行3个月，凭身份证可以免费免票入
馆参观。试运行期间每天开放1.5万人次参观，
为保证顺利参观，建议您通过湖南省博物馆手
机客户端和官方微信提前预约。

湖南省博物馆全新亮相

荨荨（紧接1版②）不仅有“马王堆汉墓”的辉煌
延续，还有“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的推陈
出新；与此同时，进一步升级打造了现代博物
馆信息化系统，重点推出了“博物馆+文创”，延
续和丰富了公共服务、社会关怀系列活动。

文化强省，砥砺奋进。从楚汉灿烂到“湖广
熟，天下足”，从岳麓书香到湘水余波，从“中兴
将相十九湖湘”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中国
缔造者们，湖南，是雄踞中部的文化大省，承载

着厚重历史文化，孕育着代代三湘儿女。党的
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的文化强国方针，为新时代新湖
南赋予了新使命。建设文化强省，就要做好历
史文化传承，创造新时代的文化繁荣。今天的
湖南，在这样的大道上，铿锵前行。“湘博”新馆
的开放，肩负文化使命，熔铸湖湘之魂，成为文
化湖南一张古老而新鲜的名片。

鼎盛新“湘博”，大美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