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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易善任

“到龙潭坪镇工作已4年整。长期在基层
工作，与父母、妻子、孩子分居三地，最长两
三个月都见不上一面。有时也问自己，这么
苦、这么累，为了啥？但看到贫困户的困难生
活，看到他们渴望脱贫的眼神，我找到了答
案。我暗下决心，尽最大努力，一定按时确保
贫困户脱贫摘帽、 贫困村整村出列。”7月4
日，在桑植县龙潭坪镇党委书记唐洁的办公
室，翻开他递过来的厚厚4大本民情日记本，
记者被他字里行间对百姓的深情所打动。

2014年6月，33岁的唐洁从桑植县长潭
坪乡调到龙潭坪镇任党委书记。 唐洁接手
时，全镇16个行政村（社区）有9个贫困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1375户4877人，脱贫任务十
分艰巨。

不解决群众出行问题，就不配
当镇党委书记

为了尽快熟悉情况，唐洁上任后第一件
事就是逐村逐户走访。半年时间，他走遍16
个村（社区）215个村民小组，到了90%的贫
困户和所有特困户家中， 把各村的现状、优
劣条件都记在民情日记里。

“李家湾村元场组如果通了路，烟叶面
积至少要增加200亩。”“张家湾村粽叶资源
丰富，但不通路，运输难！”……日记本里，村
干部反映的问题、群众的期盼、走访的感悟，

都一一记录。日记里有这样一组
数据：2015年，还有7个村未完成
电网改造，43个组不通公路……

张家湾村村民余大来向记
者回忆， 过去村里不通道路，山
里的粽叶运不出去，小孩上学是
依靠“天梯 ”上学 。所谓的“天

梯”，只是一架两端斜靠在悬崖上的木梯，后
面就是陡峭的深渊。

“我一定要把路的问题解决好，解决村
民出行、小孩上学的难题，否则我就不配当
这个镇党委书记。”唐洁说。

结合走访实际，唐洁带领镇党委班子开
出了第一个“良方”：以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突破口，补齐发展短板。为了修通进村公
路，他一次次翻山越岭，反复实地勘察，确定
施工方案。明确方向后，他又一次次、一遍遍
跑部门、争项目、要资金，并得到市县交通、
扶贫等部门的支持。3年来， 全镇215个组公
路通达，84条组道硬化， 完成31条村组道路
建设，新修20条产业路，总里程达128公里。

不仅如此，在唐洁的“东奔西走”中，全
镇还新建水窖307个、垃圾池52个，50个组接
通自来水，全镇12000多人实现安全饮水，并
相继完成16个村小、村卫生室、便民服务中
心等农村综合体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没有产业作为支撑 ， 脱贫
就是一句空话

6月的龙潭坪大地上，烟苗吐绿，植被满
山，蜜蜂飞舞，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在红军村，指着家里200桶蜂蜜，村民覃
政兰笑眯了眼，心里盘算着今年收入肯定不
下20万元。“当初不敢养，担心赔钱。”覃政兰
有些不好意思，“多亏了唐书记！”

产业发展是脱贫奔小康的有效抓手。

2014年，全镇仅龙潭坪片的农户在烟叶产业
发展上尝到甜头， 而合并而来的四方溪、苦
竹坪片区相对落后。 如何把产业兴起来、给
贫困户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致富新
路子，是唐洁急需解决的难题。

“必须要让群众腰包鼓起来！” 通过走
访，唐洁发现许多农户靠养殖蜜蜂、采摘粽
叶补贴生活。在多次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
上， 他与镇党委一班人立足生态资源优势，
念好“山”字经，把蜜蜂、粽叶等培育成脱贫
致富的好产业。

说干就干。 涵盖全镇产业规划实施、经
营主体对接、技术指导培训、大户培育的综
合产业办成立，“万亩油茶万担烟、万亩粽叶
万桶蜂”4个“万”的造血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4年来，在唐洁及镇党委政府的努力下，龙
潭坪镇发展35个种养专业合作社、13家家庭农
场、79户种养大户，仅2017年就组织开展2000
多人次参加的烟叶、 蜜蜂等各类技能培训。目
前，全镇已发展15000亩野生粽叶、8000亩油
茶、6000亩烟叶、8100桶蜜蜂，1000余户贫困
户3400余人人均年增收1600余元。

有了优质的产品， 没有合适的销售渠道，
百姓依然无法摆脱贫困。 在唐洁的引导下，在
外打工的周菊珍回乡创业，在微信平台销售当
地“土货”。唐洁一边给她当“吹鼓手”，一边在
镇上给她免费提供一间店面经营，助她迅速打
开网上市场。2016年，周菊珍成立土家亲戚土
特产公司，专门加工销售本地土特产，当地老
百姓都成了她的“供货商”。

“乡亲们不脱贫，我就不离开！”唐洁拿
出全镇精准脱贫计划告诉记者， 几年来，先
后有662户2139人陆续脱贫。如今，还有713
户2734人没有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电话铃声响起， 下村时间到了。37岁却
早生华发的唐洁戴上草帽，和镇扶贫办的工
作人员又奔向贫困村。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我省的脱贫攻坚战已到决战决胜阶段，
需要最广泛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

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 启动重点调研协商监督课题
“更好推进我省产业扶贫”，同时号召省市县
三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参与
“三进三助”聚力行动和“三个一”扶贫行动，
为我省脱贫攻坚战贡献了政协力量和智慧。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 ， 调研
直指问题核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省政协早谋划、早部
署， 围绕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运筹帷幄，排
兵布阵。

今年初，省政协根据与省委、省政府联
合制定的《湖南省政协2018年度协商与监督
工作计划》，将“更好推进我省产业扶贫”作
为今年重点调研协商监督课题，也是十二届
省政协首个议政性常委会议题。

今年3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带队，与部分
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一同前往武陵山片区集
中连片扶贫重点县———邵阳市绥宁县和洞口
县调研；接下来一周，李微微又带队深入怀化
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中方县调研。同时，
省政协领导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胡旭晟、
彭国甫、张健、易鹏飞、葛洪元、卿渐伟等纷纷
行动，赶赴省内外多地调研。

“省内调研全程采取暗访+明察的调研
方式,携带扶贫地图，随机走村入户。”省政
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调研期间，调研组严格
落实中央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的有关要求，
轻车简从,做到了访真贫、听真话、摸实情。

在洞口县长塘瑶族乡老艾坪村农民戴
佐毛家中，李微微与他并排而坐，详细询问
政策落实、收入、面临的困难等情况；来到村
里， 李微微一行随机抽查村级扶贫工作台
账，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利益联结情况、产业
发展等情况。

产业扶贫，企业的参与十分关键。每到
一家企业，调研组都直奔生产车间看生产线
与产品、看与贫困村签订的合同、看销售情
况等相关台账、详细了解当地政府的服务质
量，鼓励企业进一步做好产业扶贫，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与贫困户脱贫的双赢。

……
在贵州、重庆、河南三地调研时，调研组

对利用大数据服务脱贫攻坚等先进经验印
象深刻。通过对比外省与湖南的做法，调研
组将这些经验形成调研报告，力求从中找到
湖南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

坚持“三位一体”，调研协商
监督一体推进

“寓监督于调研之中，结合党内巡视监督，
调研协商监督一体推进。” 省政协民宗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调研课题的最大特点，就是

坚持“三位一体”，调研协商监督一体推进。
在洞口县，调研组了解到委托帮扶模式

实施过程中，存在群众入股分红比例偏低的
情况，当即建议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切实发
挥好产业扶贫资金效应。“调研结束后，调研
组会将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列出详细清单，
交给当地党委、政府、政协，以及扶贫工作等
部门，并要求限时反馈整改情况。”省政协调
研组工作人员说，“能就地解决的问题就在
当地协商解决， 不能立即解决的带回来研
究，积极想办法推动问题解决。”

省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期中共
湖南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精神，省
政协将对产业扶贫调研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并报省委、省政府，
送省纪委、省监委。

省政协依托政协云，对接“益村平台”与
“为村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直播平
台，在邵阳、益阳等地举行“聚焦产业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系列直播活动。

7月1日，李微微与省政协委员观察团成
员一起，在长沙通过政协云网络直播远程收
看直播，并与当地干部群众“零距离”交流互
动，了解社情民意。

省政协还充分利用政协云收集微建议、
开展微协商、实施微监督；通过开设网上委
员值班室等措施， 助推解决贫困群众困难，
积极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广大委员积极参与 ， 助力
贫困群众加快脱贫

在省政协领导的带动下，全省广大政协
委员积极参与“三进三助”聚力行动和“三个
一”扶贫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双峰县政协委员、湖南湘艾天下艾草制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海涛将公司主要业务
从广州迁回青树坪镇，目前已与全县10个乡
镇的32个合作社签订了6000多亩的艾草种
植回收合同， 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农
户”的方式，惠及贫困群众6000余人。

靖州政协委员、湖南四通食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姚明武创办了湖南四通食
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建立了山核桃精
准扶贫基地，由企业出资金、技术，农户（包
括贫困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按照比例分
成，使452户农户年平均增收2780元。

助力脱贫攻坚，是每一个委员的责任与
担当。5月30日,31名省政协港澳委员走进郴
州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动。港澳委员们根
据各自领域，为多家中小型、有帮扶需求的
企业建言献策：如何开拓粤港澳市场、如何
建立安全性认证形成品牌……

六一儿童节当天，港澳委员们还走进桂
东县青竹村，为听力障碍贫困户捐赠助听器
32台 , 为贫困白内障患者捐赠白内障手术
158例,为小学捐赠校服456套、文体器材135
件……今后五年，港澳委员们将根据村里的
实际情况,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医疗救助
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

更好推进产业扶贫
———省政协聚力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彭团）今天，省文明办发布“湖南好人榜”
6月榜单，共有30位群众身边好人上榜。

获评“见义勇为湖南好人”的刘剑波是
华容县鲇鱼须供电所职工。 今年5月6日，正
在进行抢修作业的刘剑波，为保护一群被精
神病人攻击的老人和妇女，徒手挡住行凶者
挥来的一米多长角钢条。 刘剑波因体力不
支，遭到对方的攻击，导致左臂粉碎性骨折，
全身多处受伤。“冒风雨来帮我们抢修，还救

了我们的命，太感谢你了！”躲过一劫的现场
群众对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保护他们而受伤
的刘剑波感激不已。

获评“诚实守信湖南好人”的谢爱梅是
郴州市一名保洁员。4月11日上午，谢爱梅工
作时发现公司三楼办事大厅等候区椅子下
遗留了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牛皮
大信封。随即，谢爱梅联系了政务中心物业
经理李春华前来。两人打开信封一看，发现
有现金10万元，他们立即把这笔钱交给了郴

州市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通过监控
录像找到失主，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此次“湖南好人”评选中，刘剑波等6人
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姚本忠等6人当选
为“敬业奉献好人”，廖交文等6人当选为“助
人为乐好人”，李广志等6人当选为“孝老爱
亲好人”，谢爱梅等6人当选为“诚实守信好
人”。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平
凡的生活和工作岗位上，用善行义举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罗徽 李秉钧) 记
者今天从湖南湘晨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研发的XY-100自转旋翼轻型飞机，
获得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型号合格
证，这标志着该款机型正式取得“准生证”，
打破我国自转旋翼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据悉， XY-100自转旋翼飞机是湖南湘
晨飞机工业有限公司首款自主研发的国产
自转旋翼机。它长5.1米，宽1.85米，高2.7米，
座位数2人，最大航程500公里，最大起飞重
量450公斤，实用升限3000米，最大巡航速
度165公里/小时。通过智能气动辅助操纵系
统、双操纵系统、台阶式旋翼毂结构等优化
设计，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新技术。XY-100
自转旋翼机性能优越，比肩国外一流旋翼机
品牌，拥有安全系数高、使用普通汽油、油耗

低（每100公里6至8升）、适用范围广、起降距
离短等特点和优势。该机型可广泛应用于农
林植保、森林消防、警务巡逻、反恐侦查、野
外搜救、电力巡线、石油管线巡视、灾害勘
察、航拍航测、航空旅游、飞行驾照培训等诸
多领域。目前，该公司已与国内外通航公司
签订了30多架的销售合同。相关产品即将投
产上市销售。

近年来，为推动航空制造产业发展，省
政府出台《加快航空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和《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郴州市被列为全省“通用航空”“通
勤航空”“通航小镇”试点城市，郴州市政
府已编制规划，出台若干政策措施，确定
把通用航空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
快培育。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乡亲们不脱贫，我就不离开”
———记桑植县龙潭坪镇党委书记唐洁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罗江天）记者今天从省工商联获悉，“万
企帮万村”行动成果丰硕，已累计帮扶贫困
人口60余万。省工商联再次发出倡议，动员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开展产业扶贫。

据悉，我省“万企帮万村”行动从2016年
开展以来，发动步步高集团、蓝思科技、隆平
高科、爱尔眼科、开源·浏阳河集团、安石集
团、华夏投资等一批省内知名企业，深入偏
远贫困地区，发挥产业、人才、技术、资金优
势，带动项目落地，实施“精准滴灌”，扶贫工
作取得了很好成效。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4688个民营企业精
准帮扶贫困村5166个，实施项目8809个，帮扶
贫困人口61.6万。 参与企业数居全国第五，实
施项目数居全国第三，得到了全国工商联、国

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的高度肯定。
“产业覆盖”模式是“万企帮万村”行动

大力提倡和重点推广的模式， 帮扶成效明
显。 如开源·浏阳河集团在武陵山集中连片
地区以合作社形式发展旱杂粮产业，辐射省
内外12个县31个村，已帮助精准脱贫617户。

当前，我省还有11个县、549个村处于深
度贫困状态。为此，省工商联倡议全省广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
殊贫困群体，重点帮扶贫中之贫，攻克坚中
之坚。

倡议书提出， 要着力提升产业扶贫覆盖
率，切实增强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提高贫困
户参与度和获得感，确保完成省委、省政府交
给的在11个深度贫困县各新增5家以上民营企
业帮扶、 各新增5个以上产业扶贫项目的光荣
任务，推动形成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万企帮万村”行动
帮扶贫困人口60余万

省工商联倡议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

湘晨自转旋翼机取得“准生证”
打破我国该机型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施泉江 周小
雷 通讯员 吴丹）今天下午，省消防安全委
员会组织召开全省消防迎“国考”工作暨大
型商业综合体、电气火灾、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综合治理部署推进会议，动员进一步推
进三大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会议部署了全省大型商业综合体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并通报了电气
火灾综合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消防综合治

理开展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将从即日起，
针对已经投入使用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与
在建商业综合体施工现场， 开展为期4个
月的专项整治。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工作
站位，切实将思想认识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
上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抓
好三个专项整治的推进落实，切实加大消防
安全整治力度，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

事故发生， 全力维护全省火灾形势稳定。要
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
任，密切协作配合，确保每项工作都有人抓、
有人管， 扎实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专项整
治、电气火灾综合治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要高度重视迎考工作、精心做
好迎考准备、严格落实迎考责任，敢于担当，
主动作为，认真筹备，精心组织，全力做好迎
接消防“国考”工作。

我省全面开展三大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湖南好人榜”6月榜单出炉
30位群众身边好人上榜

一份干细胞 两岸同胞情
7月4日上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科，刘先生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他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当天将由患者所在地台湾医护人员护

送，尽快移植到患者体内。这是我省建立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以来，第6例送台救治台湾同胞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李传新 通讯员 谭孝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