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开福区财政局获悉，
2017年该区税收收入125.7亿元， 连续3年
领跑全省城区。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开福区坚持稳中
求进，着力打好改革攻坚、产业升级、城市
提质、民生升温“四大战役”。2017年预计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0亿元，增长8%；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792亿元，增长9%；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820亿元，增长15.5%。全年
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147亿元，增长10.2%，
其中税收收入125.7亿元，占比85.5%。

2017年， 开福区投入民生资金58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铺开重点
项目63个，完成投资230亿元；完成8所中
小学和幼儿园建设， 增加优质学位1.1万
个；连续13年保持湖南省“平安县(市、区)”
称号。

今起
雨雪冰冻重来

未来10天气温明显偏低，
长沙城区难见纯雪， 需关注
湘西北、湘北冰冻天气不利影响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谭萍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隆
冬的湖南，天阴欲雪，寒意沁髓。省气象台
预计，未来10来天，湖南气温明显偏低，
7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省内自北向南有
一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需关注湘西
北、湘北冰冻天气持续对交通和农业生产
等的不利影响。

5日8时至6日8时，湘北出现了小雪和
冻雨，湘中以北的常德、益阳、长沙等县市
出现了冻雨，其中石门、常德、安化等县市
出现积雪。

这几天， 整个长沙城几乎都在等雪，
寒风、冻雨，隆冬该有的气氛都有了，雪却
欲来不来。 很可惜的是，7日开始的这次雨
雪过程长沙城区可能依然等不到纯雪。长沙
市气象台台长丁玄表示，这次雨雪天气过程
的强度不算太强，目前宁乡沩山和浏阳大围
山等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已经有雪和冰冻的
情况，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是在小雨或
雨夹雪中转换。7日长沙可能有雨夹雪出
现，但很难见到漫天飞雪的景象。

省气象台预计，7日湘北阴天有雨夹
雪或小雪，湘中以南地区小雨转雨夹雪或
小雪，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湘
东南局部大雨；湘西北、湘北冰冻维持。
7日晚到8日白天，湘中以北小雪或雨夹雪
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雨夹
雪，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冰冻。8日晚到9日
白天，湘东南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
地区多云到晴天。

月桂聊天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我
省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等11个经国家认定的
深度贫困县， 开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医疗救助工作试点。 这是记者今天从省人
社厅了解到的信息。

我省日前发出《关于在全省深度贫困
县开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工
作试点的通知》，拟建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医疗救助制度， 从2018年1月1日开
始，在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桑植县、泸溪县、凤凰县、
古丈县、花垣县、保靖县、永顺县、龙山县等
11个深度贫困县开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医疗救助工作试点。

试点拟建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
疗救助基金。市、县根据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数、政策范围
内个人年度累计自付的医疗费用、 救助比
例等因素， 合理测算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医疗救助基金规模并筹集资金，省对市、

县给予补助。
医疗救助对象为经卫生计生、扶贫、人

社部门认定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患
大病需住院治疗和特殊病种(暂定43种，含
长期慢性病、重大疾病、罕见病)需长期服
药或长期门诊治疗的患者。

救助方式包括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
展大病住院医疗救助和特殊病种门诊医疗
救助。大病住院医疗救助不限病种，按政策
范围内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医疗费用设置
起付线，起付线为5000元(社会保障兜底脱
贫对象不设起付线)，起付线以上部分救助
50%，救助最高限额不超过5万元。特殊病
种门诊医疗救助按病种救助， 起付线为
1000元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不设起付
线)。特殊病种门诊医药费用在获得基本医
保报销后， 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的医药费
用年度累计超过起付线以上的部分， 医疗
救助50%，年度救助最高限额不超过8000
元。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首诊在基
层，要严格规范诊疗流程。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龙艾清 朵玉娇

1月3日下午， 花垣县双龙镇双龙村，
大雾茫茫，霏霏细雨中夹杂着些许的小雪花。

站在村中的公路上， 华天集团驻双龙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鹤友， 指着悬崖上下
的两个苗寨告诉记者， 上面的苗寨叫上半
坡，下面的苗寨叫下半坡。全村182户、779
人，全部为苗族。

2015年4月， 华天集团派他与队友吴
送标，进驻双龙村扶贫。经过周密的调研，
并征求村民们意愿， 扶贫工作队决定利用
华天集团经营酒店的优势， 采用“订单农
业”帮扶模式。

年轻的女村支书龙孙芳接过话： 长短
结合搞种养。当年全村就种植冬桃280亩，
由专业公司提供培管技术支持， 第二年就
挂果了；当年种植蔬菜200亩，上半年主要
种植辣椒，下半年主要种植红菜薹；扶贫工
作队提供菜苗，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并给贫
困户发放肥料； 发动村民养殖鸡鸭5000
只、熏制腊肉1300公斤。通过上门收购、市
场销售等渠道，使103户农户(其中50户为
贫困户)当年户均增收2130.7元。华天集团
上门收购农产品，累计货款达32.6万元。

经过3年扶贫， 该村人均纯收入由
2014年的2100元， 提高到2017年的4200
元， 翻了一番。2016年提前实现贫困户全
部脱贫、整村摘帽，并获评“全省脱贫攻坚
示范村”“花垣县星级党支部” 等一系列荣
誉称号。

3年驻村扶贫即将到期， 扶贫工作队
将撤出双龙村，后续的“订单农业”是否可
继续？

王鹤友告诉记者， 华天集团已与花垣
县进行了多次协调研究， 达成了订单农业
的“升级版”———华天集团分别与花垣县的
德农牧业公司、兴盛果蔬公司、羽丰鸽业合
作社签订合作协议，分别由这3家单位对全
县贫困村的农副产品进行收购， 然后运往
长沙，销售给华天集团。

2017年11月11日，与德农牧业公司的
合作已经开始。 德农牧业公司主要收购花
垣县的猪、牛、羊肉；而兴盛果蔬公司主要
收购花垣县的水果与蔬菜； 羽丰鸽业合作
社负责提供高质量的鸽肉。

据王鹤友介绍，相关农副产品，华天集团
的酒店、宾馆可消化一部分，集团职工也可消
化一部分。只要质量有保证，销路一点都不成
问题，这就是国有大公司扶贫的优势。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冯友君 曾佰龙 张灿强

元旦前夕，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与湘
潭大学携手相牵，共建“湘潭海泡石产业研究
院”，助力湘潭打造“中国海泡石之都”，此举
也成为湘潭校地融合2017年的收官之作。近
两年来，湘潭市坚持“共生共荣、共建共享、互
利共赢” 的新理念， 率先走出了一条校地共
建、校地深度融合的新路子。

校地共绘发展“路线图”
60年前，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批知识分

子利用湘潭县湘江煤矿厂房创办了湘潭大
学。湘潭县政府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挤出5
万元支持办学， 开启了湘潭与湘大校地共建
的先河，结下了校地之间的传统友谊。

如今， 校地共建的传统友谊得到了传承
和发扬。2016年4月，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上
任后调研的第一站，是前往湘潭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和湖南工程学院调研，提出了“共生共
荣、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校地共建新理念，
并表示， 要将驻潭的14所大中专院校全部纳
入到校地共建范围， 打造新型的校地融合模
式。不久，市长谈文胜来到湘潭大学调研，该
校南校门提质改造项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校地共建步伐加快。
2017年， 湘潭市建立了校地合作深度融

合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驻
潭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
意见》，从工作内容、实施时间、牵头单位、配
合单位等方面明确了路线图， 形成了校地合
作深度融合联席会议制度和市“四大家”、县
市区、工业园区、市直部门与高校5个层面的
对接机制。

从共同拓荒创业， 到寻求融合发展互利
共赢的“最大公约数”，湘潭校地共建共融全
面“提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谱写着新篇章。

荩荩（下转2版①）

校地融合闯新路
———湘潭市与驻地高校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纪实

湖南日报评论员

“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
永远成功， 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
可以永远辉煌”， 在1月5日举行的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同志强调，“时代是
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一部近百年中共党史， 就是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不停赶考、 不断答卷的历
史。从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进京赶考”，
到做新时代的“答卷人”，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怀揣着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以永远在路上的姿态“赶
考”“答题”。

这份答卷中记录着共产党人的奋
斗、奉献、牺牲：28年浴血奋战、28年筚路
蓝缕，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牺牲，打出
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
独立自由、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的目标；
近70年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展现出更加
强大生命力、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让
中华民族走到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昂首
迈进的历史关头。

“时代出卷，我们答卷，人民阅卷 ”，
时代的命题、历史的责任，提醒着每一名
党员要用自己的忠诚和奋斗， 书写共产
党人的答卷。

答好这张试卷，必须不忘初心，时刻
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 是一位革命
者，永葆对理想与信念的忠诚。这样的忠
诚，绝不止于几句空泛的口号，必须真真
切切体现于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
硬、能力过硬和作风过硬，必须体现出饱
满的革命精神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始终做
到不因胜利而骄傲， 不因成就而懈怠，不
因困难而退缩，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心怀理想、敢
于斗争、敢于牺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
明的品质。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我国今后
30多年的美好蓝图，要把蓝图变为现实，
必须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 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新征程上，还有许多“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征服，需要共产党人拿
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与担当，
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业绩， 奋力
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倚民心。
“人民是阅卷人”， 警醒着8900多万中国
共产党人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
心上，以造福人民为平生最大的政绩，惟
此，党就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
中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始终成为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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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忠诚和奋斗
书写共产党人的答卷

全域旅游活力来
苏仙区2年引进旅游项目20多个，总投资200多亿元

“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报道见3版

� � � � 1月5日，张家界武陵源景区悬崖观光电梯———百龙天梯，技术人员冒着
严寒对户外钢架进行巡检。近日来，针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武陵源区旅游部门
组织各旅游企业对索道、电梯、观光电车等景区特种旅游运输设备进行安全巡检，
确保游客游览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冰中
巡检

湖南在深度贫困县
开展医疗救助试点

� � � �华天集团驻花垣县双龙村扶贫工作队利用集团经营
酒店的优势开展产业帮扶———

订单农业有了“升级版”

开福区税收连续3年领跑全省城区

� �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新年伊始，在郴州市苏仙区观
山洞街道， 郴州长卷项目林邑仙都历史文化
街区的仿古建筑全面完工， 其他子项目建设
在抓紧进行。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全国
优选旅游项目，旨在恢复郴州历史上的“九街
十八巷”。2017年， 该项目完成投资4亿多元，
超出计划15%。

苏仙区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该区计划从2016年至2020年，共投资约

300亿元，实施旅游建设项目40余个，提质改
造飞天山国家地质公园、王仙岭旅游度假区、
“天下第十八福地” 苏仙岭等一批精品景区，
建设苏岭云梯、 飞天丹霞等城市主题景观，为
全域旅游发展搭起大的“骨架”。在此基础上，开
发郴州大道休闲旅游带、西河水生态风光带等
5条精品旅游线路， 建设8个主题旅游小镇、30
个乡村旅游特色村、5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为把蓝图变为现实，2年来， 苏仙区通过
招商引资，引进了重点旅游项目20多个，总投

资达200多亿元，目前已开工九成多。 为加快
旅游项目建设，苏仙区实行“五个一”工作机
制，即一个项目、一名区级责任领导、一套项
目推进班子、一个项目实施方案、一抓到底，
近2年，区里还配套投入10多亿元，推进西河
风光带、九龙水寨等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据了解，2017年，苏仙区完成旅游项目投
资比上年增长15.6%； 全区接待各地游客72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3亿元，比上年
分别增长23%、24%。

� �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彭希）记者今天从长沙边检站获悉，刚刚过去
的2017年，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238.8余万

人次，航班1.47万架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
长近11.2%、6%，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湖南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

长沙航空口岸发展迅猛。截至目前，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已开通往来欧洲、美洲、大洋洲、非
洲、亚洲五大洲的国际航线，平均每周定期出
入境航班达300余架次。 其中，2017年新增长
沙直飞开罗、阿斯旺、莫斯科、沙巴、卡利博等
14条国际航线。 国际及地区通航城市由2016
年底的25个增至目前39个，同比增长56%。

荩荩（下转2版③）

长沙边检站年出入境人数创新高
去年验放量近24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