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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

1月7日，寒气逼人，走进新化县游家镇歇
凉山村，仿佛进入了冰冻世界。

透过窗玻璃，看着蜿蜒的水泥马路、崭新
的农家小院、干净的村容环境，刚搬进新房的
贫困户杨林感到暖意融融：“以前村里生活太
苦，年轻人都往外面跑；如今，大家又抢着回
家建房，参加合作社，享受田园生活。”

村党支部书记陈念农告诉记者：“村里的
变化，搭帮省里的帮扶工作队。”

歇凉山村曾是新化县有名的穷山沟，道
路不通、水源缺乏、危房众多、产业落后。全村
488户2266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有
163户557人。

2015年4月，省人社厅帮扶工作队进驻该
村。“压力山大，村里基础条件实在太差，村部
都没有。”谈及进村时的情况，工作队队长刘
强感慨万千。

村主任陈东元说：“村里以前开会、 商量

事情都是在村干部家里， 群众办事更不方
便。” 在刘强看来，“脱贫攻坚要靠党建带动，
没有阵地，没有向心力，就很难实现。”

很快，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建设被提上工
作日程。2015年6月开始规划，当年12月，一座
包括办公室、农家书屋、卫生室、老年活动室、
党员活动室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 搬新楼那
天，工作队员、村干部、村民代表在大楼前的
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老党员袁
会贞回忆：“那一天，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凝聚力，大家充满了脱贫攻坚的斗志。”

走进贫困户陈庭凡家中， 老人兴冲冲带
我们去看刚接通的自来水。水龙头一开，清水
喷涌而出， 老人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挑了40
多年水，没想到还能喝上自来水！”

歇凉山村是石灰岩地貌，缺水严重，村民
必须沿陡峭山路， 到2公里以外的水库挑水。
“没有水，还谈什么发展产业。”工作队队员李
平说，“当时， 村民的这句话让我们心里很不
是滋味。是啊，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

么脱贫？”
工作队联系水利等部门，多方筹资120万

元， 采取主要院落集中饮水与分散院落合作
供水模式，在山顶建设大型水塔，在村民分散
地区添置11个全自动压力供水罐， 把自来水
管道接进了家家户户。

3年来，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工作队共筹
资1500万元，新建文体广场、村级组织活动中
心，改造农田、兴修水利，实现了危房全改造、自
来水全安装、 通组通户道路全覆盖、 农网全改
造、宽带全进村。看着林立的新房，刘强激动地
说：“刚来的时候，村里到处都是土坯房；这3年，
村里新建和改造的房屋达104栋。”

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 工作队探索建
立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发展生态土鸡、油
茶林、苗木、杨梅、禾花鱼、光伏发电六大产
业， 形成了500亩油茶、5000羽土鸡和100亩
珍贵苗木等3个合作社， 完成脱贫153户535
人，歇凉山村即将实现全面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瞿宏文

“卖了540只鸡，纯赚1.1万多元。”1月3
日，辰溪县龙头庵乡长田村村民许顺金接过
外地客商递过来的货款，心里乐开了花。

“养鸡鸭鹅和蜜蜂，山上还种油茶，2017
年收入达20万元。” 许顺金感慨地说，“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
中说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

今年35岁的许顺金曾是贫困户， 曾与妻

子到浙江打工。后来，辰溪县大搞油茶开发，
长田村集中连片新造油茶林8000多亩。 他觉
得种油茶前景好，便返乡种了12亩。同时，跟
村里的养殖大户学习养鸡技术，在林下养鸡。

人勤地不懒。经过摸索，许顺金夫妇掌
握了防疫技术，养殖获得成功，每年有1万多
只鸡出笼，年纯赚10多万元。

脱了贫，还要奔小康。勤劳肯干的许顺
金和妻子又开始养鸭、养鹅、养蜜蜂，均获得
成功。

“天上不会掉馅饼。但只要肯想肯干，幸

福生活就会到来。”站在油茶林里，许顺金一
边给鸡撒料，一边与记者谈他的“致富经”。
他说，要致富，除了要勤奋，还要动脑筋，既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又要想到长远的发展。
养鸡、鸭、鹅见效快，而油茶林是他将来的
“绿色银行”。

喂完鸡，许顺金骑着摩托车回村。在他
的老宅旁，一栋小洋楼十分抢眼。许顺金介
绍，这是他刚建好的新房，建筑面积400多平
方米，花了50多万元。

“量力而行，养殖规模不准备再扩大了，
下一步重点是管理好油茶林，等油茶林到了
盛果期，每年收入可达40万元。”谈起今后的
打算，许顺金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夏芳）1月8日，桂东县沤江镇马坊村村医
王运雄对患癌症做完手术不久的贫困群众
方某进行回访， 他叮嘱患者：“病情恢复不
错，坚持定期去县人民医院复诊……”王运
雄作为方某的家庭签约医生，定期跟踪患者

病情，作好免费体检等工作。
据了解，2017年以来， 桂东县将推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深化医改的重点来抓，
在全县组建了147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特别针对贫困群众，家庭医生不仅上门
提供服务，还根据贫困人口的不同情况制定

个性化服务方案。如对慢性病患者，定期测
量血压血糖，提醒调整饮食习惯；对行动不
便者， 提供家庭护理和家庭康复等综合服
务。还通过举办讲座、开展集中巡诊等方式，
进行健康指导和服务，让贫困群众就医看病
更方便，费用更节省。

至2017年底，桂东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3万多人已签约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贫困人口签约率达100%。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洁苇 夏润龙

冬季，难得阳光灿烂。雪峰山下的中方
县，一根根刺葡萄藤在休养，为下一季生长
蓄积力量。 聊起1年多前那场连续不断的
雨，种植户们依然心中有痛。

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位于刺葡萄核
心产区。“记得前年农历三月初七赶集，村
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给刺葡萄打杀菌剂，结
果第二天就开始下雨， 一直下了2个来月，
产量只有往年两成。” 村主任高传兵说，去
年县里开始推广刺葡萄避雨栽培， 村里有
100多亩搭起了大棚，用上了滴灌设施，还
拿到了100多万元补贴。除了避雨，这种栽
培法还省杀菌剂省人力， 每亩能节省七八
百元。

兼具鲜食和加工优良品质的刺葡萄产
业， 是省级贫困县怀化中方县的拳头产业
之一。2016年9月，中方县获得了省科技厅
立项支持，以发展刺葡萄产业为主，创建湖
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 随后该县
出台了三年实施方案， 并与湖南农业大学
达成相关建设项目合作协议。

“针对去年主产区减产严重的问题，
我们请来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们会诊，
发现是长期阴雨天气导致空气湿度太
高，使刺葡萄霜霉病大面积发生，叶子掉
落严重影响光合作用。”中方县刺葡萄产
业办主任向泽华说，按照专家们的指导，
县里在桐木镇和泸阳镇等主产区建设了
1500亩刺葡萄避雨栽培推广示范园，采
用钢架大棚和全自动滴灌设施， 每亩给
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补贴， 往后还
要再扩大面积， 并开展刺葡萄霜霉病气
象预警模式的研究。

除了防控霜霉病，还要远离葡萄根瘤
蚜这样的毁灭性害虫。 在湖南农业大学
专家们的指导下， 县里在花桥镇火马塘
村建设了100亩的抗葡萄根瘤蚜优质砧
木嫁接苗木繁育基地， 开展刺葡萄抗砧
苗木培育与推广， 每年可提供优质抗砧
苗木10万株。

作为浆果，刺葡萄的鲜食期并不长，加

上种在高山运输不便， 加工成葡萄酒是一
个好办法。

中方县中国南方刺葡萄研发中心，由
此搬到了桐木镇一家新落成的葡萄酒
庄。这家立志深耕刺葡萄深加工的企业，
去年开启了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国家
葡萄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段长青团队的
产学研合作。

“段教授来了几次，他的3名博士生在
酒庄做了3个月实验。我们开发了4款刺葡
萄酒新产品，还开发了刺葡萄汁。”酒庄负
责人尹健告诉记者，去年已收购了1000来
吨刺葡萄进行加工， 只要按照企业的要求
种植，保底收购价是每公斤3.6元，并随行
情上涨。

“3年内，县里将投入200多万元支持他
们的产学研合作。” 中方县经科商粮局副局
长金旭告诉记者，以申满秀为代表人物的当
地自酿刺葡萄酒产业方兴未艾，在市场也打
出了口碑，县里已委托湖南农业大学规范自
酿酒酿造标准，一起做大这个产业。

天公帮忙，科技助力，2017年的中方
刺葡萄产业获得了丰收。刺葡萄产量8.5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6.2亿元；葡萄酒产
量560吨，实现产值1.2亿元。依靠刺葡萄
产业， 全县1583户4750名贫困人口年均
增收1000元。

■相关链接

省科技厅采用“前资助+后补助”的形
式， 助力科技精准扶贫、 推进县域经济发
展 。2016年遴选确定了首批15个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县（市、区），针对国家级贫
困县、省级贫困县、经济一般县等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的县域，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带动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计划3年内，省本级财
政投入1.45亿元，带动示范县配套财政投
入2.36亿元， 推动实现特色产业增加值
885亿元、技术交易额18.16亿元，推广和
转化科技成果（技术）1728项，引进培养科
技服务机构 84家 ，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1733人，增加就业人数113980人，新增专
利申请及授权量4457项。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 � � �省人社厅帮扶工作队进驻歇凉山村后，建文体广场、村活动中心，
改造农田、兴修水利，实现了危房全改造、自来水全安装、通组通户道路
全覆盖、农网全改造、宽带全进村———

穷山沟变身
现代新农村

刺葡萄长成“摇钱藤”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桂东4.3万贫困人口有了“家庭医生”

� � � � �荨荨（上接1版）

精准识别“应搬尽搬”
易地扶贫搬迁， 如何精准识别搬迁对

象？如何确定搬迁区域？
按照“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的人”的要

求，并结合各地实际，我省“先定地域范围
后定人”，以“范围精准”确保“身份精准”，
切实解决不同搬迁政策对象混淆等问题。

我省制定了7类迁出区域划定标准：土
地贫瘠、人地矛盾突出、水资源匮乏等生产
生活条件恶劣， 通过就地就近帮扶促进生
产或就业仍无法让农户脱贫的区域； 生态
环境脆弱，属于石漠化重度或中度的地区；
地震活跃带、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区；易渍易
涝湖区低洼区；县域内水源保护地、生态保
护区核心区域等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
不宜开发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水利、电
力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落后，严重制约区域发展，并且延伸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远高于易地扶贫搬迁
成本的区域；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特别重且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无房户和D级危房存
量大的行政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过精准识
别，确认以高寒边远区、地质灾害频发区、
资源匮乏区等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易
地扶贫搬迁重点。 同时对符合条件和有搬
迁意愿的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同步搬

迁， 尽力做到
“应搬尽搬”。

宜章县紧
盯易地扶贫搬
迁重点项目，
联合审计、财
政、 扶贫等部
门重点检查在
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中存在的
虚报冒领、冒
名顶替、 违规
收费、 重复享
受等问题。经
检查， 宜章县
已清退易地扶
贫搬迁建档立
卡户36户127
人， 追回资金
51.2万元。

齐 心
协力 “挪
穷窝”

为确保易
地扶贫搬迁公
平公正， 去年
底， 宁远县公

证处为县城集中安置的第一期1784套易
地扶贫搬迁户分房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宁远县公证处先后为20个乡镇街道
的4000余户易地扶贫搬迁分房抽签进行
现场监督公证,保证分房公开、公平、公正，
杜绝了“人情房”“关系房”。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标准要求高，易
地扶贫搬迁被视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我省在认真执行国家政策标准的同
时， 根据省情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

对易地搬迁项目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契税给予最高限度减免优惠；

对城市（含建制镇）规划范围内的易地
搬迁项目的1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6项政
府性基金实行全免；

开发建设了“互联网+湖南省易地扶
贫搬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的全覆盖管理……

一年来，湖南聚集资源，合力攻坚，形
成了“省负总责、市州组织、县抓落实、合力
攻坚”的良好态势，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有序推进。

“搬得出”也“稳得住”
去年来， 在平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洪家塅集中安置区， 有三分之一的搬迁户
在县城找到了新工作。

洪家塅集中安置区紧邻平江中心城
区， 与平江工业园寺前工业小区仅一墙之
隔。园区企业30余家，其中钰峰、旺辉等豆
制品加工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
需求旺。平江县给予园区9条优惠政策，支
持园区企业吸纳搬迁户就业，让搬迁户“搬
得出”，也“稳得住”。

2017年，平江通过产业扶贫稳定脱贫
的易地扶贫对象近7000人，占全年脱贫人
口的23.3%。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为帮助搬迁
户“挪穷窝”后“改穷业”，省政府在湘西地
区40个县（市、区）开展易地搬迁后续产业
就业扶持试点。

对由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建设， 建档立卡搬迁户参与度高的
特色农林产业基地给予奖补支持， 龙头带
基地、 基地联农户， 增加搬迁贫困对象收
入；对在工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区
吸纳建档立卡搬迁对象就业的企业给予奖
补支持，引导搬迁贫困对象向旅游服务业、
商贸流通业、 交通运输业等二、 三产业转
移。

通过后续产业就业扶持试点示范，湘
西地区有1.1万搬迁对象在劳务报酬、入股
分红、土地租金等方面直接受益，加快了脱
贫致富步伐。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搬出大山,“搬”进
了美好新生活。

“搬”进美好新生活

“小寒”不寒
暖意盎然
1月5日,� 桂东县沤江镇

青竹村， 村民在展示刚领到
的祝福对联。当天，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小寒”，该村村民
欢聚一堂，相互祝贺新年，并
免费领取郴州市委帮扶工作
队赠送的新春对联。

邓仁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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