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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龙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浪潮

中却一次次错过良机，经济发展缓慢，小城镇
建设更是滞后。 当地群众这样描述前几年的
龙潭镇：“路是烂的，河是臭的，街道是脏的，
夜是黑的，人心是散的……”

2015年，4个乡镇合并为新的龙潭镇，曾
在龙潭镇工作过的姜立刚被调回龙潭任镇党
委书记。

“群众盼的，就是我们该马上办的。”姜立
刚和党委一班人在充分听取民意、 集思广益
的基础上，决定以小城镇建设为突破口，推动
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 瞄准老百姓多年呼吁
最迫切之处发力，优先实施街道改造、河道治
理及绿化、亮化等民生工程。

镇里缺资金，县财政也不宽裕，征地拆迁
难度大。面对攻坚战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干部
们顾虑重重，畏手畏脚。

对此， 姜立刚把干部们带到龙潭镇弓形
山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凭吊抗日英烈，聆听此
地英雄山血战的故事。

站在山头上， 姜立刚斩钉截铁地说：“我
们要以英烈们为榜样， 打赢小城镇建设攻坚
战和脱贫攻坚最后一战。”

凭吊英烈在干部们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
撼，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各个项目工地上，用汗
水和智慧攻克了一个个难关。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一批多年想干应干
的事办成了。龙潭河风光带建起来了，完成了
环城线道路建设、街道硬化工程、污水处理工
程、亮化工程、龙潭汽车站建设等。

看到眼前的变化，少山村70岁的村民谌求

武当面给记者吟起了他写的一首诗：“一江秀
水闪金波，两岸火树银花合；三桥车水马龙畅，
四时景胜桃园乐。五颜六色霓虹彩，七嘴八舌
赞人和；久盼美景常如此，社会同唱幸福歌。”

【标语】“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故事】
徜徉在绿树成行、 宽阔平坦的龙潭河风

光带上， 河堤护坡上一则标语映入眼帘：“有
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
主的真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
报告中的话。

“我们在小城镇建设中，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新发展理念作
为金钥匙，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共建共享，共谋发展。”姜立刚说。

河堤风光带建设，不在国家规划之列，没
有政策资金补助，怎么办？

龙潭镇党委、政府转变思路，在实干中巧
干，整合多部门的项目资金。对于缺口部分，
采取“四议两公开”的村民自治办法解决。

少山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平介绍， 河堤改
造和风光带项目，分5段由5个村（社区）分头
实施。由村党支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让每一
位村民知晓具体工程项目， 让村民代表参与
项目监督和质量验收。由于公开透明，村民们
看在眼里，认可在心里，踊跃出工出力。仅用
4个月时间， 少山村就率先完成了河堤改造
和风光带建设任务。

在小城镇建设中， 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是共建共享的发展成果。很多企业

家、打工青年、社会爱心人士积极献计献策，
主动捐款捐物、投工投劳。据初步统计，仅捐
款者就达3000余人，义务捐款、出物出力折
合人民币近千万元。

谋事先谋人。 姜立刚认为资金问题固然
是关键。谋事办事的人，更是关键的关键。为
此，龙潭镇的干部队伍，近两年也经历了一次
大调整。“庸者下，能者上。想干事的、能担当
的，提拔重用。”去年结合村党支部换届，全镇
37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就换了80%。一大批
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党员，走上了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有力保障了共建共享工
作的推行。

龙潭蝶变，不仅把城镇面貌改变了，还把
人心凝聚了。姜立刚，展现的是镇党委书记的
形象，提升的是共产党员的形象。

【标语】“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故事】
“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有1800元工资，又

能照顾家里，真好！”4月18日，在龙潭镇温水
村村部的“扶贫车间”，正在加工红薯干的贫
困户段成英一脸幸福地说。

这个“扶贫车间”，为返乡创业成功人士
姜立松所建。姜立松告诉记者，听说家乡发生
了大变化，去年春节回家一看，果然如此，于
是留下来利用本地的红薯加工成红薯干。姜
书记帮助她解决了创业场地。去年，她牵头成
立德兴种植合作社，吸纳了80户贫困户种植
红薯，每户增收5000元以上。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姜立刚指着龙
潭河边一栋高楼上的标语说， 基础设施的改
善、城镇面貌的改变，吸引了一批龙潭籍人士
回乡创业。目前，镇里就建起4个农产品加工
的“扶贫车间”，上百名贫困人口就地上岗。通

过干部们的奋斗，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
奋斗，就会有牺牲。对于姜立刚来说，牺

牲的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时光。 由于与家人聚
少离多，他被列入“不合格爸爸”和“不合格丈
夫”的行列。

“没怨气，那是假的。”在溆浦县城工作的
妻子胡红艳看来，姜立刚并不是个好丈夫。他
一心扑在工地，更是没有节假日。在乡镇工作
18年，从结婚到儿子读书，他每次都是来去匆
匆。看到别人夫妻俩饭后散步，胡红艳很是羡
慕，“每个月同他散一次步都是奢侈的”。

在龙潭镇采访， 姜立刚给记者看了读初
二的儿子写的一篇作文：

“我对它(龙潭镇)没有什么了解，说不上喜
爱，甚至有些厌恶……对于它，我有着骨子里
的排斥，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抢走了我的爸爸。
我爸爸是这个镇里的书记，他总是很忙，一年
不着家几次，寥寥几次回家也都说不上话。”

不在家的父亲，使得镇里路通、水通、街
道整洁了， 乡镇的文化活动也如火如荼搞起
来了。

“人们顶着大大的龙头，一个接一个，演
绎着传说中的故事，鼓声锣声，人声鼎沸，爸
爸把我抱了起来，场面真的很热闹。那一刻，
我的心很暖，就像那橘黄色的灯笼一样。”

作文最后写道：“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
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但是，不得不说，他并不
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看到这篇作文， 自认为刚强的我流泪
了，也确实愧对家人。”姜立刚坦言，儿子都读
初二了，他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蝶变的龙潭仍然是“穷”政府，镇政府办公
楼还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建筑， 人走动时
就把木楼踩得咯吱响。“我不关心我们干部的办
公条件怎样，我只关心龙潭的发展。”姜立刚说。

姜立刚：3幅标语刻心间� � � �荨荨（上接1版①）
岳阳市“跳出整治抓整治”，将水环境治

理与城市提质、乡村振兴相结合，大力推进
城乡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强化了城中村、老
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

岳阳市还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推行“一
线工作法”，党政“一把手”带头巡河，带动干
群共防共治，建立长效机制。截至目前，东洞
庭湖7个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提升9.5个百分
点，2017年越冬水鸟数量创近10年之最。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4月25日上午，在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委主任袁延文解读2018年省委1号
文件并答记者问，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
主任罗云寿、 省农委副主任刘益平也
在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 ：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 湖南
在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
何举措？

袁延文 ： 按照省委1号文件部署，
省农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调优区域结构上下功夫。 将全
省划分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长株潭
都市农业圈、湘南特色农业圈、大湘西
旅游休闲农业区“四大”区域版块，引
导各地按照区域功能定位，实施“一县
一特”“一特一片”战略，逐步形成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互有所长的优势产业
带，提升农业区域竞争力。二是在调优
产业结构上下功夫。 适当调减双季稻
生产， 全年减少水稻面积300万亩。积
极发展特色旱杂粮和油菜， 建设特色
粮油产业强县。 新扩经济作物100万
亩， 选择10个县市区建设高标准外向
型蔬菜基地、10个县市区发展特色果
茶产业。 三是在调优产品结构上下功
夫。 制定新一轮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
规划，有序推进农作物品质升级。深入
实施做优做强湘米工程， 建设高档优
质稻生产基地1000万亩；新建200万亩
标准化优质特色水果生产基地， 综合
改良80万亩低产老茶园， 省市县共建
绿色精细高效经济作物示范基地 50
个， 力争全省果菜茶农产品优质率达
到55%以上。

记者 ： 农民增收问题是社会关注
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今年的省委1号
文件是如何回应这一问题的？

袁延文 ：今年省委1号文件就农民
增收问题作了专门部署， 省里正在制
定 《促 进 农 民 持 续 较 快 增 收 三 年
（2018－2020年）行动计划》，拟采取一
系列措施，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实施特色高效农林业发展增收计划，
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特色林产业、优
质稻生产，促进特色农林业扩面、提质、
增效；实施养殖业转型发展增收计划，按
照“稳生猪、扩牛羊、提水产”的思路，提
升养殖业带动农民增收能力； 实施产业
融合带动增收计划， 加快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积极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构建
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 不断延伸农业
产业链、价值链，培植农民增收新动能；
实施农产品流通增收计划， 打造农产品
展示展销平台， 加强产地市场和冷链物
流建设，构建覆盖全面、便捷高效的农产
品流通体系， 确保农产品卖得出、 卖得
好；实施农村就业创业增收计划，加强农
民技能培训，多渠道促进农民就业，支持
农民创业创新；实施脱贫攻坚增收计划，
深入实施精准脱贫方略， 着力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促进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收入
持续稳定增长；实施农村改革增收计划。
积极发展土地股份合作， 扩大农村“两
权”抵押贷款试点，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农户宅基地等资源，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入。

记者： 农村改革是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重要动力 ， 湖南在农村改革上
有哪些措施？

罗云寿 ：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
宝，我省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一是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制度，引导土地经营权依法
有序流转； 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
有权， 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
屋财产权，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
使用权。 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省委1号文件明确，力争3年左右时间
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5年左
右时间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
体经济组织每个成员， 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多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三是深
化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下放
审批权限，提升审批效率；加强农村市场
规范整顿，严厉打击坑农害农行为；统筹
推进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大力提高
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充分发挥互
联网、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放管服”
改革中的作用。 四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
机制。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
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快形成财政优
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
多元投入格局。 五是统筹推进其他各项
改革。

记者：省委1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品牌
强农行动，具体将如何推进这一行动？

刘益平 ： 根据省委1号文件的部署，
省里将创新政策措施， 深入推进品牌强
农行动。一是强化引导创品牌。抓紧制定
全省农产品品牌培育规划， 建立品牌目
录制度和评价体系，引导市、县结合本地
资源优势、产业基础等，合理确定农产品
品牌建设任务、发展定位和主攻方向。二
是整合资源强品牌。 支持省级以上龙头
企业、 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创建地域特
色突出、 产品特性鲜明的全国知名区域
公用品牌。着力打造农业企业品牌，引导
同行业、 同产品的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
团，按照“一片一品牌”思路，着力打造具
有浓郁湖湘特色的地方农业品牌。 三是
营销推介提品牌。 加大品牌营销推介力
度，着力开展农产品品牌公益宣传。四是
加强监管护品牌。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4月25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省委农办主任、省农委主
任袁延文在会上对《中共湖南省委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创新时代“三农” 工作新局面的意
见》(即省委1号文件)进行解读。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并写入党章，在我国“三农”发展进
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年初
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进行谋篇布局。袁延文称，今年的
省委1号文件，既贯彻中央精神，又结
合湖南实际，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统筹推进乡村发展

“今年的省委1号文件，对统筹推
进农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作出全面部署。”袁延文解读，文件
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总体要
求， 明确了湖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 基本
目标和基本原则， 勾画了乡村振兴的
美好蓝图和实现路径。 第二部分明确
了六个方面的任务： 即大力发展精细
农业，形成产业兴旺新气象；加快乡村
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宜居新家园；加强
农村思想文化建设， 焕发乡风文明新
气象；夯实农村基层基础，构建治理有
效新格局；加大农村民生保障力度，谱
写生活富裕新篇章； 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夺取全面小康新胜利。第三部分
出台保障措施。深化农村改革，广聚智
慧力量， 强化创新引领， 拓宽筹资渠
道， 为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强
有力的要素支撑。 第四部分加强和改
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完善党领
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 ，加强“三
农”工作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乡村振兴
战略落实机制。

“今年的省委1号文件，体现出政
治性强、系统性强、创新性强、连续性
强、针对性强等特点。”袁延文称，文件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三
农” 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 文件结合我省省情，把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七个之
路”进行了具体化；文件围绕构建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在激
活农村“人、地、钱”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的创新性举措，有诸多亮点。

七个方面的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省委1号文件
推出了一系列“三农”发展的新举措，
袁延文概括为“七个新”：

一是农业发展导向有新变化。文
件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坚持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推进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导向， 推进农业
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二是乡村绿色发展有新要求。围
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村美新家园，要
加快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推

进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深入开展
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
划”，建设大美洞庭、生态潇湘。围绕“庭
院净化、 村庄绿化、 道路亮化、 环境美
化”，持续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三是思想文化建设有新加强。 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件要求：实
施农村思想政治建设工程， 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实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工程，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 让活态的乡
村文化传下去； 实施农村公共文化繁荣
工程， 推动公共文化资源重点向乡村倾
斜；实施农村移风易俗工程，树立文明乡
风。

四是乡村治理有新机制。 按照共建
共治共享的原则，坚持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
村社会治理体制。

五是农民增收有新举措。文件提出，
要实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三年
行动方案， 完善农民工最低工资正常增
长机制， 确保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
镇居民。为此提出新举措：加强农民技能
培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创新
创业，实施农村残疾人“阳光增收计划”，
推动实现村村有致富产业、 人人有就业
岗位、家家有致富能手；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 吸纳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 扩大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六是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有新办法。
针对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 村庄
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不断加
剧等问题， 文件提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
放在首要位置， 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
使用机制， 充分发挥好人才在乡村振兴
中的支撑作用。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健全城乡专业人才交流挂职制度，
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离退休人员
等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七是“三农”工作领导体制机制有新
加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文件要求，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真正把“三农”工作摆在
重中之重位置， 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
则体现在各个方面， 把党管农村工作的
要求落到实处。

上图： 桂阳县敖泉镇光路村
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优质稻）项
目。（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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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道县大坪铺农场，果农

给果树浇水。(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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