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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春 天 的 武 陵 山 上 ， 百 花 盛
开 。 4月下旬，一则喜讯在武陵山
上传开： 吉首市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8个县市中，率先脱贫摘
帽。

吉首市是一个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总人口33.6万人，其
中，以苗族和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
族占全市人口总数的77.68%。2014
年，吉首全市150个村（社区）中，农
村户籍人口有167751人，贫困发生
率达25.7%，平均4个家庭就有一户
贫困户。

经过长达4年的精准扶贫，至
2017年底， 吉首市累计脱贫10818
户、42627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
从而顺利脱贫摘帽。

人民是阅卷人。 吉首的阅卷
人———农民群众，对答卷的满意度高
达98.5%。

记者翻山越岭，穿行在吉首的苗
乡土寨，探寻这份刻写在大山上的答
卷。

“一线工作法”，从百姓
手中找到了精准发力的“钥匙”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末，
吉首市委主要负责人独自来到石家
冲街道的栗溪村暗访。在前一天的市
委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上，不少人对
精准识别“回头看”有畏难情绪。

在村部的公示栏前， 村民们
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只要村里公
平民主地重新认定，并张榜公布，
群众是认账的。

“一线工作法”，成为破解难题的
“钥匙”。精准识别“回头看”后，重新
认定建档立卡贫困户为11329户、
43153人。

精准认定， 为精准发力奠定
了基础。

难题又来了，2183户农村贫困
群众的危房需要改造。 分歧出现
了：时间紧、任务重，有的提出让建
筑公司来实施，有的提出按户核定
补助资金。

马颈坳镇的着落村等，又留下了
吉首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走访的足迹。

各家各户具体情况不同，建筑公

司施工不现实； 不能完全按户补助，
否则按人均13平方米建设， 人口多
的户资金不够用，人口少的户还可从
中赚钱。

去年4月，差异化补助的决策迅
速形成： 新建户1至2人户补助3万
元，3至4人户补助4万元，5人户补助
6万元，6人户补助7万元，7人及以上
户补助8万元。

4个月后，2183户危房改造就基
本完成。

精准扶贫，最忌责任不实，工作
浮在表面。

吉首市用创新的方式，将扶贫责
任划分为五级———市级领导的领导
责任、 市直部门的职能和后盾责任、
乡镇(街道)的主体责任、村支两委的
直接责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全市所
有干部的帮扶责任。

考核、督查、问责，是压实五级责
任的必要手段。

吉首市的5个督查组，分别进驻
11个乡镇(街道)，一月一督查、一月
一通报。2017年，221人被通报，125
人被约谈，30人被诫勉谈话，党内严
重警告1人、党内警告2人。

“十项工程 ”，让贫 困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具体
而现实

在己略乡己略村清悠悠的己略
河边，41栋新修的房屋错落有致，成
为乡村新风景。

70岁的苗族老汉石大贵， 多年
瘫痪在床， 他感慨道：“搬下山来好
呀!住在山上，山体再滑坡，我就只有
等死呀。”

吉首市建成6个高标准的集中
安置区，完成包括石大贵一家在内的
1942户、7751人的易地扶贫搬迁。

“两不愁、三保障”是精准扶贫要
达到的目标，而“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 则是达到目标的方式与方法。自
治州创新性地将精准扶贫量化为“十
项工程”，便于操作、管理与推进。

发展生产、乡村旅游、转移就业、
易地搬迁、教育发展、医疗救助帮扶、
生态补偿、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
配套、公共服务保障———随着“十项
工程”的有序推进，吉首精准扶贫成
效日益显现。 荩荩（下转3版①）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杨胜前 袁鹤立

5月5日上午，益阳市资阳区资
江一线防洪大堤长春镇永良段岸
边，党旗招展、队旗猎猎；军车、各
种抢险车船列阵两岸； 身着迷彩
服的部队官兵、 身穿橘红色救生
衣的专业抢险队员、 佩戴党徽的
青年党员突击队员等10支有着丰
富实战经验的队伍，精神抖擞、英
姿飒爽，列队接受检阅。2018年益
阳市洞庭湖区防汛抢险演练在此
举行。

9时50分，“嘭!嘭!”两声信号弹
过后，演练正式开始。“镇防指，江心
洲8名群众被困，请求救援!”消息传
来， 只见由7支冲锋舟组成的方阵，
旋即在资江水面穿插迂回， 绕过激
流与漩涡，时而中速行进，时而快速

突击，驶到东侧孤岛，将受困人员救
出，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随着不同层级防汛应急响应
的启动， 巡堤查险的队伍越来越
壮大。 区级领导、 带班干部等来
了，在洪水面前、在党旗下重温入
党誓词的共产党员来了，电力、通
信、 医疗救援队也来了。 汛情面
前，没有看客。

“镇指挥所，我队在甘溪港南门
桥永良堤段距堤脚10米处，发现一
处管涌险情， 目测直径约20多厘
米，且有扩大趋势，报告完毕，请指
示!”顿时，一场与管涌抢时间，与洪
水拼速度的战斗打响了。 区水利专
家，民兵机动抢险队员，装满砂卵
石的拖拉机、 船等火速赶到了现
场。装砂石袋、传递砂卵石、做围
井、 填砂卵石……管涌处置现场
紧张激烈；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龙潭 )今天上午，北大未名
(昭山)生物医学创新示范园项目开
工仪式在湘潭昭山示范区举行。该
项目占地约600亩， 总投资约50亿
元，分3期建设。项目将着力打造成
集“医、药、养、健、游”五位一体的健
康产业基地———北大未名(昭山)健
康产业园， 为湘潭加快推动湖南健
康产业园核心园区建设增添动力。

北大未名(昭山)生物医学创新
示范园项目将按照森林康养的理
念， 依托北大未名集团的医疗资源
及区域内虎形山、 凤形山的森林资
源，按照“全方位、个性化、保姆式”
的服务理念，打造“生命全过程的良
好健康管理规范 (GHP)”及生命健

康状态和健康服务模式———“哑铃
模式”，建立“健康高速公路 (健康
物联网)”“健康生态系统”“健康保
险 (金融 )超市”三大支撑体系。项
目将提供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养
生康复、 生物医学和运动医学五
大类服务， 形成国际化医疗与民
族医药技术应用、 生物技术应用
(生殖医学技术、干细胞技术、免疫
医学技术)、 转化医学技术孵化三
大特色。

北大未名(昭山)生物医学创新
示范园项目一期为昭山妇女儿童医
学 技 术 交 流 中 心 ， 建 设 面 积
51789.55平方米， 将建设昭山妇女
儿童医学技术交流中心、 细胞医学
研究中心、产业孵化器(办公楼)。

产业项目涌三湘

刻写在武陵山上的答卷
———吉首市精准脱贫记

■编者按：
在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中，我省出现了比学赶超、真抓实干的可喜局面，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决定性

进展。从今天起，本报“精准扶贫在三湘”专栏将聚焦吉首市、祁东县、双牌县、江永县、宁远县、鹤城区、洪江
市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脱贫摘帽的典型经验，并将陆续推介其他脱贫攻坚典型，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苏
莉 ）“湖湘力量·海归精英”2018年
湖南十大杰出青年海归人物评选
结果昨天下午在长沙揭晓。 刘艳
平、李晓丹、谢振、冯彬、刘钊、钟文
卿、李昕、周志敏、李崇进、周小驰
10名青年海归获评十杰。

打造集赛事运营、小众体育孵
化等为一体的智能化体育综合体，
研发了全球悬浮距离最高、载重最
大的电磁排斥悬浮设备，以“精准
扶贫＋互联网”帮助村民和大学生
成功创业……这些成绩都来自湖
南青年海归群体。 梳理此次评选，
不难发现，创新创业已成为海归群
体当中的热词。

海归刘艳平曾在日本、 新加
坡、美国等国家留学，归国后被聘
为中南大学教授、湖南省侨联特聘
专家。他和他的科研团队目前正在

推动自旋芯片的发展和创新，致力
打破国外对中国芯片的垄断。

海归李晓丹2008年为了照顾
家人从新加坡回到湖南郴州，她现
在通过“精准扶贫＋互联网”帮助村
民和大学生创业，通过农产品标准
化、物流解决方案、新媒体传播、互
联网销售等环节打造产业链扶贫
模式。 李晓丹的团队在桂东县的3
个村开展农业精准扶贫，农产品销
售额达到4200万元， 成为经典案
例。

评选会上，湖南侨联海归协会
和长沙中电软件园签约，共同打造
湖南海归“海智基地”，今后将依据
国家相关产业、人才政策，对湖南省
侨联海归协会会员企业优先提供
综合产业服务和人才服务。

此次评选活动由省侨联指导，
省侨联海归协会主办。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彭巧梅 谢津 )5月5
日，在娄底市娄星区，走进刚刚投产
的湖南益思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崭新的生产线上，一片忙碌。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正开足马
力为苹果手机赶制配件。

“今年上半年，除益思迪外，我区
还将有3个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
都是亿元以上规模。” 区发展和改革
局局长曾德智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娄星工业集中区， 葛洲坝环
嘉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湖南利钢镀
锌带管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现
场，施工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忙得
不亦乐乎。“一个项目从洽谈、引进、
建设、投产，到后续服务，都有干部
全程跟踪或者代办服务。”娄星工业
集中区管委会主任付朝晖说。

为确保项目快建快成， 娄星区

出台“优化发展环境” 等一系列方
案，对项目实行跟班“保姆式”服务，
为企业发展清除障碍， 优化发展环
境；开展“项目建设大比拼”，对项目
实行挂图作战、 一周调度、 定期考
评、 奖优罚劣等制度， 营造你追我
赶、创先争优的建设氛围。

“从提交土地申请到第一期土
地交付使用，仅用了3个月时间。”湖
南格仑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建武对“娄星速度”赞誉有加。娄星
区通过开展“有事请找我”和“最多
跑一次、最多找一人、最多一个月”
改革， 简化审批环节， 提高审批效
率，实行“一门办理”、限时办结。

得益于项目建设拉动， 娄星区
经济发展迎来开门红： 一季度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96.5亿元， 同比增长
8.6%；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
到44个，投资增长46%。

娄星区项目建设动力强劲
一季度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44个，

投资增长46%

北大未名(昭山)生物医学
创新示范园项目开工

总投资约50亿元，分3期建设

5月3日，正在
进行斜拉索和悬
浇箱梁施工的衡
阳东洲湘江大桥。
该大桥主桥长660
米， 设计双向6车
道，桥型为三塔四
跨矮塔斜拉，是我
省目前最宽的斜
拉桥。建成后将连
接起湘江西岸的
雁峰区和湘江东
岸的珠晖区，是衡
阳城市南部的又
一重要过江通道。
大桥将于年底实
现中跨合龙。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李佳微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李泰卢） 西藏山南招
商引资专场推介会今天在长沙举
行，推介会从区位优势、投资政策、
资源优势、 投资环境等方面介绍了
山南，同时开展了产业对接、项目洽
谈、展览展示等活动。省内100余家
企业和商会齐聚推介会现场， 共同
为山南的经济发展助力。

山南是西藏自治区下辖的一
个地级市，位于西藏南部，雅鲁藏
布江中游，因地处冈底斯山脉以南
而得名，是中国的西南边陲。山南
市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文化的发祥
地， 是西藏农业耕作的起源地，也
是西藏民主改革最早的地区，在西

藏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素有“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和
“西藏江南”的美称。这里区位环境
独特、交通优势明显、基础条件优
越，是藏中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山南距离拉萨约150公里，西
藏目前最大的航空港和唯一的国
际机场———拉萨机场就位于山南
贡嘎县，拉（萨）林（芝）铁路穿境而
过，山南至拉萨高等级公路已建成
通车。

推介会现场， 山南市还展示了
当地特色产品，包括高原食品、藏香
藏药、 民族手工艺品、 高原饮品等
40余种产品，主打高原特色和健康
绿色牌。

西藏山南邀湘企入藏

2018年湖南十大杰出
青年海归人物评选揭晓

资江河畔大练兵
———益阳市洞庭湖区防汛抢险演练直击

油稻
轮作
5月5日，新宁县

金石镇幸福村，联合
收割机在收割油菜
籽。今年，该县采用
油、 稻轮作模式，种
植 优 质 杂 交 油 菜
90000亩。

郑国华 莫绿云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黄
巍 雷鸿涛) 5月4日，2018“中国旅
游好资源”发现活动·发现怀化活动
暨怀化市旅游学会成立大会在怀化
学院举行。此次会议提出，怀化市到
2020年将旅游业打造成为千亿产
业，即到2020年，全市实现旅游总
收入要超过1000亿元。

据了解，湖南省确定了到2020
年将旅游业打造成为万亿产业的目
标。 怀化市积极融合全省大战略，
2017年， 怀化市旅游业发展迅猛，
接待游客5000.36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393.94亿元。

怀化市旅游学会是由怀化市旅
游科研机构、旅游教育、旅游关联单
位及热衷于旅游学术研究的个人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结成的地方性、

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学会致
力于怀化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旅
游管理体制制定和旅游新业态研
究，以及对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
游市场整合进行调研等。

会上， 著名旅游研究和规划专
家魏诗华就培育怀化旅游千亿产
业、 发现怀化旅游好资源作了深刻
分析。他认为，2018“中国旅游好资
源”发现活动·发现怀化活动，必将
带动怀化旅游资源优质开发利用，
为怀化打造千亿旅游产业提供契
机。

“助力怀化发展千亿旅游产业，
探索优质旅游开发新模式。”市旅游
学会会长唐德彪说， 学会将为推动
怀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智力支持。

怀化旅游向千亿产业进军
成立旅游学会提供智力支持

雁城
飞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