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永州监狱服刑人员
与家属“零距离”见面

爱洒狱园 情暖人心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严万达 周榆杭

“看见老婆和孩子都好好的，我就安心
了，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尽早出去。”1月21
日， 正在永州监狱服刑的蒋某在和亲人会
餐时紧抱孩子，泪洒餐桌。今天，由永州监
狱、共青团永州市委、永州市文联联合主办
的“爱洒狱园·携手助力新生路”大型帮教
活动在永州监狱监管区内文体中心举行。

在当天的活动中，35名服刑人员与81
位服刑人员亲属“零距离”见面。白发苍苍
的老人紧握儿子的双手不放， 妻子在一旁
深情地给丈夫夹菜， 孩子调皮地往爸爸怀
里乱钻……短暂的交流汇报， 聊不尽的思
念之情。

活动现场，除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表演，
数名艺术家还义卖筹集善款近20万元，将
全部用来帮扶服刑人员特困子女； 来自永
州各县区的志愿者代表与关爱对象达成帮
扶协议； 多个部门与永州监狱签订长期帮
教协议，在回归指导、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
助力……一场来自社会的爱心接力正徐徐
展开。

目前， 永州监狱已为服刑人员特困子
女送去助学金及学习用品30余万元， 筹资
12万余元，为3名服刑人员特困子女解决了
住房问题，帮助7名问题青少年重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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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

肖军 李夏涛 李青松

1月15日一大早，一阵阵“咚咚锵”
的锣鼓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 在沅陵
县杜家坪乡柳林村村部广场上， 里三层
外三层围满了人。

两个“老把式”正带着两个年轻人舞
狮子。两只浑身金黄的“狮子”踩着鼓点，
时而摇头摆尾，时而腾身跳跃。柳林村中
断几十年的舞狮活动恢复了，快乐、热闹
的气氛弥漫山村。

“‘睡狮’变成了‘醒狮’。”村党支部
书记刘招武告诉记者，“省政府金融办扶
贫工作队来了后，村里产业逐年兴旺，传
统文化活动也逐步恢复了。”

柳林村是沅陵县最偏远、 平均海拔
最高的水库移民村、贫困村，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68户276人， 占全村总人口
29%。2014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仅2120
元，属于典型的“隐藏在青山绿水间的深
度贫困村”。

要让“睡狮”变“醒狮”，关键是找准
路径。2015年4月初，省政府金融办扶贫
工作队进驻柳林村后， 不盲目施展“拳
脚”。“花了近半年时间，走遍了村里的角
角落落，先后7易其稿，制定了3年帮扶规
划。”工作队队长李志豪说，经过详细调
研，对柳林村确定了“以产业为主，突破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
金融扶贫模式”的帮扶思路。

工作队充分运用市场手段， 探索扶
贫长效机制。经工作队牵线搭桥，村里先
后引进了省茶叶集团、湘佳牧业、湘西牧
业、博嘉魔力、雪峰山菌业等大企业，以
“企业带农户” 方式， 着力发展茶叶、土
鸡、魔芋、香菇、黑猪、苦荞等特色产业。
并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
形式，把村里所有贫困户“捆绑”进具体
项目。

为解决发展产业“钱从哪里来”的难
题，工作队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将柳林村
打造成信用村， 协调金融机构对全村农

户开展评级授信，并围绕特色产业、农村
“三权”抵押，开发特色信贷产品，探索建
立“帮扶单位+企业+合作社+金融机构+
农户”的金融服务模式。并建立金融产业
扶贫协会，设立产业扶贫担保金，存入农
商行，让农户获得贷款支持。全村总计获
得贷款248万余元。

“我们沐浴着金融扶贫的金色阳
光。”村里贫困户罗高华是金融扶贫的受
惠者，这句话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

2015年初，罗高华尝试发展林下土
鸡养殖， 由于市场不稳定、 缺少销售渠
道、抗风险能力弱，罗高华搞养殖举步维
艰。工作队驻村后，联系技术人员对他进
行技术指导， 并联系省内最大的养鸡企
业———湘佳牧业，对他进行帮扶。当年，
通过评级授信，罗高华还获得5万元产业
扶贫贷款支持，养殖土鸡2000只，增收2
万多元。2017年，在工作队支持下，罗高
华牵头成立了柳林土鸡专业合作社，加
强与湘佳牧业合作，获得担保贷款20万

元，养鸡规模达到10万只，合作社实现
纯利润30多万元。

如今，柳林村早已醒来，眼前一片光
明。村支书刘招武介绍，村里各项产业有
优势农业企业“兜底”， 产品销路不愁。
2017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达5000余元，
实现整村脱贫。

山水氧天下
桂东信步游

桂东全域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夏芳)� 1月

18日，桂东县统计部门公布，2017年该县全域旅游共接待游
客383.5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02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6.8%、26.2%，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近年来，桂东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为总揽，坚
持“全景桂东、全域旅游、全民幸福”，将旅游产业作为引领
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每年安排旅游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1000万元，着力创响“桂东在高处，山水氧天下”旅
游品牌。结合旅游扶贫，该县将113个村的旅游资源进行科
学整合，打造了12条“每日游”精品线路，清泉镇夏丹村、桥
头乡甘坑村、 沤江镇青竹村和金洞村等一批特色旅游村寨
脱颖而出，建成农家养生休闲点306个。目前，全县旅游产业
惠及贫困群众3.6万人，人均年增收800元以上。桂东被列为

“湖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为进一步发展好全域旅游，2017年底，该县全域旅游建设

（一期）PPP项目签约，总投资12.14亿元，将重点打造湖南八面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和万洋山（寒
口草山）生态旅游区等三大旅游景区，共建设13个子项目。

漫步江湖 游钓临湘
临湘又添两块“国字号”招牌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乔雁城）1月
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休闲渔业产业发展大会传出消息，
临湘市获得由中国休闲垂钓协会颁发的“中国休闲渔业旅
游魅力城市”及“中国最具特色休闲垂钓产业园区”两块“国
字号”招牌。

临湘市素有“湘北门户”之称、“浮标之乡”等美誉，全市拥
有水域面积40万亩，是我省渔业重点县。近年来，该市推出“河
湖连通”休闲渔业主题工程，打造白云湖、长安河、源潭河、黄
盖湖亲水走廊，锤炼“临湘浮标特色小镇”，强力推进产城融合
发展，打造“漫步江湖·游钓临湘”品牌。2017年，该市承接各类
钓鱼赛事21场，建立临湘市钓鱼运动培训基地，挂牌认定休闲
垂钓基地28个、3.42万亩，创建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2家，
实现渔业一、二、三产业总产值56.4亿元。

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215亿元
衡阳县招商引资“开门红”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

军）昨天，衡阳县举行2018年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飞翔
电子整体搬迁、陶瓷二期园林古建、德安高科技智能门窗等
8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215亿元。

衡阳县委书记曾秀介绍，这是该县积极响应全省“产业
项目建设年”的重大举措。签约的8个重大项目，涉及工业、
农业、商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广厦控股集团与
衡阳县政府签约的英南新区广厦城项目协议引资额达180
亿元，为当天签约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

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县、文化强
县”三大战略，着力完善“招大、引强、选优”招商机制，突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成长性产业，积极对接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和行业500强，千方百计引进产业项目，把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和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吸引了
一批重大招商项目相继落户衡阳县。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罗隆祥

“真没想到，我领到了特别奖！”1
月18日，新宁县金石镇月汉村贫困户
刘强见到记者，还沉浸在领奖的喜悦
里。原来，1月16日上午，新宁县龙丰
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提质增效颁
奖大会，为刘强等61名脐橙种植户颁
发了奖牌和奖金。

刘强今年35岁， 以前在外务工。家
里种植的脐橙树因缺乏管理、 果树老

化， 一年收入不多。“2014年龙丰果业
总经理徐小龙劝我回乡种脐橙，说乡亲
们种脐橙赚了钱。我听了他的话，辞掉
工作回了村。”刘强告诉记者，龙丰果业
将他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在苗木和技术
等方面给予支持。 现在刘强种植脐橙
30余亩，其中新扩种25亩，老脐橙园也
全部进行了品改提质。2017年，收获脐
橙1.5万多公斤，收入5万多元，一举摘
掉了贫困帽。

据了解，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责任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脐橙种植与加工

的民营企业。近年来，公司组建了脐橙
服务部， 对周边13个村1024户贫困群
众进行帮扶， 帮助其发展脐橙产业，并
安排106名贫困群众到公司务工。

月汉村村民陈孝松是龙丰果业扶
贫帮扶对象。他家4口人，原来种植脐橙
15亩， 由于缺乏种植技术而产量低、品
质差。 龙丰果业对他家展开帮扶后，多
次派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并提供专门为
贫困农户团购的有机肥，使脐橙品质和
产量都大幅提高。2017年，陈孝松家产
脐橙4万多公斤， 纯收入10万多元。摘
掉了“穷帽”的陈孝松满怀感激：“感谢
龙丰果业倾情帮扶， 这次我也领到奖
了，而且是一等奖，奖金1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向晓玲 符永明

1月13日， 泸溪县洗溪镇张家坪村
的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这可是村里的‘绿色银行’，一年
有5万元的稳定收入。”泸溪县财政局驻
张家坪村第一书记章永志告诉记者，张
家坪村的光伏电站建设由县财政“一事
一议”项目资金给予奖补，村民适当出
资，直接受益。

泸溪县是贫困县， 该县整合财政、
水利、交通、“一事一议”等项目资金，大
力推进“绿色银行”建设，帮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投入有限，前景无限。”泸溪县
委副书记、 县长向恒林说，“绿色银
行”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如果全
部依靠财政投入， 肯定承担不起，只
能用活现有金融“活水”，调动村民和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才能让贫困村民
长久受益。

为此，泸溪县将财政、水利、交通、
扶贫、 林业等部门的项目列摆出来，进
行梳理归类，根据实际情况和村民的承
受能力，引导村民建设“绿色银行”。在
项目资金的使用上， 着重向贫困村、镇
倾斜，并整合其他资金，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激活贫困村的造血功能，帮助贫
困村民稳定脱贫。

“绿色银行”带富苗乡。2017年，泸溪
县整合扶贫、 林业、“一事一议” 等资金
4478万元，建设43个光伏发电、107万亩
生态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等“绿色银行”
项目建设， 直接受益贫困村民6.5万余
人。

省金融办驻柳林村扶贫工作队———

让“睡狮”变“醒狮”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龙丰果业”产业扶困

“绿色银行”带富乡亲

� � � � 1月18日清晨，环卫工人在免费品尝热腾腾的肉丝粉（面）。长沙市望城区斑马湖社区高塘岭大
道有一家爱心粉面馆，3年来一直在冬季（11月20日至来年2月20日）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肉丝
粉（面），让环卫工人们在寒冬里倍感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爱心粉”
暖心间

情暖高墙 关爱孩子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1月21日，冬雨湿冷，寒气逼人，岳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探访室却洋溢着一股暖流。

“刘叔叔，我进步很快，每个月都被评为
年级‘进步之星’。”来自平江山区的初一学
生小斌对戒毒所民警刘军说，“今天来看我
爸爸，只想跟您说声谢谢！”

去年8月，在戒毒所组织的一次戒毒人员
亲友来所帮教活动中，刘军认识了小斌。小斌
的爸爸李某吸毒多年， 是第3次被送到戒毒
所；妈妈在小斌8岁那年离家出走，丢下他和
爷爷在家。祖孙俩的生活主要靠亲友接济。

活动结束后，刘军和小斌交了朋友，给他
买了学习用品。9月开学时，又给小斌寄去300
元，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坚持每个月给祖
孙俩寄去100元贴补家用。 小斌渐渐变得坚
强，经常向刘军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李某悔恨交加而又满怀感激：“作为儿
子和父亲，我都有愧！感谢民警帮助我家人，
我不能再沉迷于毒海了。”

很多吸毒成瘾人员， 要么混迹于社会，
要么被送戒毒所，家里老人和孩子成了特殊
的留守一族。近年来，岳阳市戒毒所持续开
展“情暖高墙、关爱孩子”活动，为生活困难
的戒毒人员家庭送去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