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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认真听取并记录大家的发言。

他说， 大家结合湖南省情和自己的工作实
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修改完善
《报告》、促进政府工作很有帮助，起草小组
要认真研究吸纳。

许达哲指出，过去五年特别是2017年，
全省发展质量明显提高， 转型升级不断加
快， 创新活力日益增强， 各项改革全面深
化， 开放水平加快提升， 环境治理工作加
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老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来之不易
的发展成绩，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发展中存
在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需要我们认真分
析研究，一项一项解决到位。

许达哲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第一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面对新时代提
出的新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要紧
盯发展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落实“三个着力”，坚持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安全至上、创新为要，深入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突出发展产业和转型升
级，加快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务实解决好群
众最关心最迫切的突出问题，以发展实绩回
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杨光荣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杨光荣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

（2018年1月4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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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新年伊始， 有着教授和企业家双重身
份的毛振华一段“雪地陈情”的视频，将亚
布力管委会推到了风口浪尖。毛振华说，自
己在亚布力投资经营20多年， 长期遭受管
委会不公正待遇，“被欺负、被愚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资不过山
海关” 的说法不时出现于网络。“东北可千万
不能让这种说法变成现实啊！” 一年多前，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推进会议上也曾善意提醒过东北各省。

对于辽阔的东北三省而言，“投资不过
山海关”，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这一论
断广为流传，甚至让人深信不疑，或多或少
折射东北营商、投资环境上出了问题。毛振
华“雪地陈情”，更让人相信过往的猜疑并
非空穴来风———有的地方只注重招商 ，不
注重安商、稳商和富商，甚至存在着“开门
招商，关门打狗”劣迹。毛振华网上“维权”
受关注， 说明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
益的法治环境，刻不容缓。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疾呼， 相比
各项优惠政策， 企业更看重的是公平的投
资环境。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
创业。”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
于企业家。为此，必须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
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促进企业家公平竞
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激励企业家
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

毛振华“雪地陈情”所引发的舆情，肯定
会随着相关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而告一段
落。但它给各方的警示不应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警示的不只是亚布力，不只是黑龙江，也不
只是东北，而是所有地方：不善待企业，不保
护企业家，失去的将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

年前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把今年定为
“产业项目建设年”， 明确提出要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清理、督办、整改招商引资的违
约失信问题， 扎实开展招投标违规行为、
“雁过拔毛”式腐败等专项整治。这样一番
表述，既是一种无则加勉的预防，但也有直
指问题的警示。

（精准扶贫在三湘———驻村帮扶故事)

企业家“雪地陈情”给出的警示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韩永文主
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李友志、王柯敏，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
的报告和说明、拟任人员任职前发言。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
免案。

会议决定接受陈君文辞去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杨光荣辞去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并报湖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备案。

会议决定任命陈飞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表决
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 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现在，湖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2名。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陈飞

陈飞，男，汉族，1963年11月出生，江苏南
通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主要经历：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武汉

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及施工系水
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学习；1986年7月至1992
年12月，葛洲坝工程局浇筑分局、三公司、一
公司技术员、助理工程师，葛洲坝工程局办公
室副科级秘书、 正科级秘书；1992年12月至
1994年12月， 葛洲坝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副
经理、 第一工程公司三峡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4年12月至1997年2月， 中国葛洲坝水利
水电工程集团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经理、 第一
工程公司三峡指挥部指挥长；1997年2月至
1997年5月，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 三峡指挥部副指挥长；1997年5
月至1998年6月，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兼葛洲坝股份公司董事，三
峡指挥部副指挥长、 党委书记；1998年6月至
2000年4月，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兼葛洲坝股份公司董事， 三峡
指挥部指挥长、 党委书记（1995年10月至
1997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
经济系产业经济专业在职学习，1999年1月获
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4月至2001年1月，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兼葛洲坝股份公司
董事；2001年1月至2001年10月，龙滩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10月至2002年5
月， 挂职任云南省临沧地委副书记；2002年5
月至2003年12月，挂职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
党组成员；2003年12月至2006年10月， 中国
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2006年
10月至2008年4月，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 党组成员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2008年4月至2010年1
月，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
（其间：2009年3月至2009年7月，中央党校第
2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10年1月至
2014年3月，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总
经理、党组成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委员（其间: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中央党
校第54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4年3
月至2017年12月，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
工程稽察办公室） 副主任、 党组成员（其间:
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国防大学第46期国
家安全研究班学习）；2017年12月至今， 湖南
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8年1月4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决定任命陈飞同志为湖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

陈飞同志简历

决定任命：
陈飞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8年1月4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接受陈君文辞去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陈君文辞去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
（2018年1月4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为774名。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时实有代表744名。此后，省十二届
人大代表出缺2名：邵阳市人大常委会罢免
了李政科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职务； 益阳
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贺再全的省十二届人

大代表职务。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政
科、 贺再全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742名。

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政科的省人
大代表资格终止后， 其担任的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省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
应撤销。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月4日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2号）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周仁 汤光强）今天，省军区在长沙召
开2018年度开训动员暨民兵调整改革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训令
和中央有关要求， 全面部署省军区新年度
军事训练和全省民兵调整改革任务。 省军
区领导黄跃进、冯毅、郭辑山、许凤元参加，
副省长向力力出席并讲话。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毅强调，要坚
定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立起军事训练工
作的根本遵循， 迅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
热潮；要充分认清面临的形势任务，积极推
进改革创新， 改进训练方法， 强化训练管
理，完善训练设施，不断提高军事训练工作

的质量效益。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指出， 民兵调整

改革既是形势所迫，更是强军所需，要认清
民兵调整改革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担当；
要抓住关键环节， 提高民兵调整改革质量
效益；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超常举措，确
保按时间节点高标准完成调整改革任务。

向力力指出，民兵调整改革是当前民
兵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要高标准落实民
兵调整改革任务，努力推动我省民兵工作
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要把民兵政
治工作摆在首位， 狠抓民兵组织落实，健
全配套相关法规制度，切实走军民融合路
子。

迅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省军区召开新年度开训动员
暨民兵调整改革部署会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杨韬 熊曦）1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训令。 武警湖南省总
队数千名官兵在十余个野战化分会场受领
训令后，高声诵读《军人誓词》，随后按计划
展开冬季野营拉练。 总队政委蒋建宇在总
队训练基地分会场参加开训活动， 并带头
打响了新年实战化训练的“第一枪”。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武警湖南总队官
兵结合湖南地理水文特点， 组织了徒步行
军、武装奔袭、搜索行动、野战生存、设卡堵
截等课目，全面检验部队“走、打、吃、住、
藏、管、保”的综合能力，在实战化背景中锤

炼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
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适逢寒潮来袭，三湘大地气温骤降。徒
步行军过程中，寒风更兼细雨，即使身披雨
衣，官兵们的衣襟也很快被浸湿。总队参加
拉练部队各级指挥员率先垂范， 始终走在
前列，全体官兵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军人誓词》。

蒋建宇告诉记者：“统帅令出， 三军景
从，走在野营拉练路上，官兵们练兵备战的
意志空前凝聚，谋战打赢的热情更加高涨。
新时代，新起点。我们将以练兵备战、不辱
使命的实际行动，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过
硬答卷。”

武警湖南总队新年全面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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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
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牢记嘱托。湖南省委、省政府把产业扶贫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制定产业扶贫规
划，出台一系列措施，趟出了“资金跟着穷人
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
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
扶贫新路子。

如今， 产业扶贫项目在三湘大地遍地开
花，湖南51个贫困县，县县都有2个以上特色
产业，贫困群众“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拔穷根，发展产业是根本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贫困地区只有通过

发展产业，才能实现永久脱贫。
2017年4月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深入益阳市赫山区、 资阳区以及
高新区，调研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情况。调研
中，杜家毫强调，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
键要大力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2017年4月5日至6日，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深入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
调研脱贫攻坚等工作。许达哲要求，狠抓产业
扶贫，力争省市县三级同频共振，促进特色产
业发展。

2017年是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聚焦“六个精准”(扶持对
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出
台《湖南省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
品供应基地建设规划》《湖南省产业精准扶贫
规划》和特色产业项目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扶
贫产业项目发展，按照人均投入帮扶资金1万
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0元、扶贫小额信贷
资金6000元、 财政扶贫贴息资金1000元、社
会资金1000元)的标准，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
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

引导427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建立产业
扶贫基地617万亩， 联接贫困村6000多个，覆
盖83万贫困户；实施省级重点产业项目150余
个，直接帮扶20余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全域推进，产业扶贫迎来多方
合力

产业扶贫，我省一直在不断探索，奋力推
进。

2014年4月，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我省率先提出“四跟四走”的产业扶贫思路。

2016年3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

对湖南率先探索的产业扶贫“四跟四走”路子
予以高度肯定。

2016年9月，全国产业精准扶贫现场观摩
会，也把会场搬到永州现场，推广“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模式。

2017年，按照“四跟四走”产业扶贫要求，
我省调动各方资源形成攻坚合力。

省农委编制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扶
贫的指导意见》，依托“百企千社万户”现代农
业发展工程、“百片千园万名”科技兴农工程，
积极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引导新型经营
主体主动参与产业扶贫， 强化与贫困人口增
收对接。

发展产业，技术是关键。省级农业科研院
校所， 组织586名专家组建51个专家服务团
队，在51个贫困县开展定点定人、对口科技服
务，帮助贫困对象解决技术难题，筛选并推广
最适合贫困户的种养模式及主导品种、 主推
技术，实施“一对一”的技术帮扶。

为了保证不让资金缺乏绊住贫困群众发
展产业致富的脚步，2017年，我省提质扩面金
融扶贫，新增扶贫小额贷款70亿元，帮助17.8
万贫困农户解决产业发展资金难题；开展“财
银保”试点，由省财政安排风险补偿金，通过
扶贫“财银保”投放扶贫产业贷款， 2017年共

发放贷款120笔，贷款金额1亿元。
产业扶贫，既要出产品，还要有好销路。

为防止“好产品烂在深山里”，2017年我省在
全国首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商扶贫特产
专区”，25个贫困县成功申报成为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600
亿元以上。

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步步高集团在全国率先提出精准扶贫“点

石”计划，主动对接贫困村，引导各村种植养殖
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农产品， 由集团对产品按
照市场行情和保护价格进行包采包销。

持续开展“万企帮万村”“村企共建”活
动。截至2017年12月1日，全省3330家民营企
业精准对接4113个贫困村，投资金额80亿元，
实施项目6543个。

硕果累累 ，打造 “聚宝盆 ”，
栽下“摇钱树”

元旦假期， 汝城县泉水镇旱塘村高山茶
园，风光秀美，游客们三五成群玩得欢。

2017年， 旱塘村茶园面积发展到6000多
亩， 来茶园参观游玩的旅客超过了1万人次。
受益于茶叶产业和旅游，旱塘村村民收入“节

节高”，2017年全村茶叶产值超过了2000万
元， 预计全村116户贫困户425人可全部实现
脱贫。

产业扶贫，为贫困户打造了“聚宝盆”，栽
下了“摇钱树”。全省各市（州）县（市）区纷纷
发力，发展产业，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2017年10月19日， 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产业扶贫对
接活动启动仪式在龙山县举行。2017年自治
州大力发展柑橘、茶叶、猕猴桃、百合、烟叶、
油茶、优质稻米和湘西黄牛、湘西黑猪等特色
种养业，实现所有贫困村都有支柱产业覆盖；
全州累计实施产业扶贫开发项目超2万个，建
成万亩精品园12个， 农村特色产业基地超过
300万亩。

凤凰县制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
扶持政策》等系列文件，为贫困户发展产业脱
贫致富提供政策支撑。

江永县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为主攻
方向，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产业明星村”，
如勾蓝瑶村的乡村旅游产业、 向光村的夏橙
产业、和兴村的电商产业等。

脱贫攻坚战鼓声声，产业扶贫成效喜人。
2014年至2016年，湖南有162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通过产业扶贫直接脱贫。

产业扶贫方兴未艾。 凭借产业扶贫栽下
的“摇钱树”、形成的“聚宝盆”，越来越多的农
村贫困群众将甩掉“贫困帽”，踏上小康路。

产业扶贫斩断穷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