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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文彰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益良，镇上已经认定了，可以动用
保障金，你这次总共死了70只鸡，我们会
用保障金帮你购置70只鸡苗， 不需要你
自己支付任何费用， 你就放心吧。”7月6
日上午， 当浏阳市中和镇中民种养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胡江平把消息告诉该镇长
安村扶贫对象胡益良时， 胡益良几乎不
敢相信。

6月30日晚的一次暴风雨惊吓到了
胡益良养在家中的土鸡。 它们四处逃窜
来到笼门处，挤着想要离开这个地方。鸡
越挤越多，一片慌乱中，很多土鸡不堪重

压被挤死在了门口。当晚6时经过鸡笼的
胡益良看到承载着自己脱贫希望的鸡苗
就这样死在了自家鸡笼里时， 他感觉天
都塌了……

“胡老板，怎么办？我的鸡都死了，就
在棚子里！你快来看看啊！”只听电话那
头男子哽咽的声音， 胡江平心一沉：“别
慌，我马上来看看。”

晚6时40分，驱车来到胡益良家中的
胡江平看到了鸡笼里的一片狼藉， 也看
到了这个蹲在鸡笼边发呆的男子。

“你赶紧拍几张清晰的照片，这些已
经压死的鸡没有病害， 赶紧处理了送给
别人吃了吧，至于你的损失，我这边给你

动风险保障金，全额赔偿你的损失。”
“真的吗，胡老板，你说的是真的？我

可以得到赔偿吗？ 大概要到几月份啊？”
胡益良一脸担忧。

“这个你放心吧，你赶紧处理好这些
鸡，你的事情我们认定之后，我们会马上
补偿你的损失。”

经过长安村扶贫专干认定后，7月6
日上午， 胡江平再次与胡益良进行了联
系，告诉他镇上已经认定了，可以动用保
障金，不需要你自己支付任何费用。

“贫困户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没有抵
抗意外伤害、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了让贫
困户放心地发展农业，不会因灾返贫，我

们联合中民种养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设
置了风险保障金， 为贫困户撑起一把产
业发展的‘保护伞’，让他们能动手、敢动
手。”中和镇政府人大副主席钟立柱说。

据介绍，在中和镇政府引导下，今年
年初中民种养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的合
同中就增加了这么一条内容： 提取产业
帮扶资金的10%， 并由中民种养合作社
再配套补贴同等资金， 作为贫困户产业
发展风险保障金。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产业中因各种意外情况导致损失的，
经中和镇扶贫办认定后， 损失多少赔偿
多少， 最大限度提高贫困户抵御各种风
险的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陈程

7月9日， 雨后初晴。 在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村油茶基
地，10多名村民在为间种的花生除草。“搭帮肖剑锋父女回
乡发展产业， 现在村里最困难的患有智力障碍的肖化军也
有了工作，月工资2000多元。”村党支部书记肖前进说。

肖剑锋今年50岁，是村田村人。因家里贫困，上世纪90
年代，他和妻子肖和青南下广东务工。后来，肖剑锋创办了
广东东莞裕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产值过亿元。

事业成功、生活美满，但每次回到老家，肖剑锋看到乡
亲们住的还是老房子，走的还是泥巴路，过的还是苦日子，
心总是揪得紧紧的。

肖剑锋的二女儿肖霞也与父亲一样，心系老家的乡亲。
近10年来，她和父亲先后捐资20万余元，帮助村里五保老人
等生活困难的村民。2015年， 肖霞被省妇联评为“最美湘
女”。

“一定要想办法，改变家乡贫困状况。”肖剑锋暗下决
心。 得知邵阳市大力发展油茶产业，2015年6月， 他回到家
乡，租下村里近1000亩荒山，带领村民种油茶。2016年，肖
剑锋在家乡成立了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他先后投
入500多万元，种植油茶1100亩。同时，兴建综合养殖场，养
殖梅花鹿、山羊、生猪等，还开发鱼塘6亩。

肖剑锋的公司优先聘用贫困户务工， 去年村里40户贫
困户户均增收近2万元。肖剑锋还自己出资460多万元，为村
里修了一条4公里长的水泥路。并且，村民修建到户公路，他
都捐助修建费用一半以上。

如今，肖霞已完成学业回到肖剑锋身边，成为肖剑锋帮
扶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得力干将。

肖剑锋告诉记者，今明两年，他计划再种油茶2000亩，
并投资2000万元， 在湘商工业园建立年产2000吨茶油、
1000吨油茶副产品的深加工基地。 同时， 建设集种养、休
闲、食宿等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旅游山庄。

今年3月，肖剑锋被评为“湖南好人”；6月，肖剑锋家庭
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鸣 刘志平

近日， 涟源市安平镇桐树坪村脱贫
户罗胜龙以1.4万元的价格，卖掉家里一
头精壮的黄牛。拿着一沓百元钞票，罗胜
龙高兴地说：“找准致富路， 生活有奔
头！”

80后小伙罗胜龙，是涟源市“人穷志
不穷、脱贫靠自身”自强自立创业典型。

2010年，政策利好，国家支持鼓励农

民利用荒山、荒丘发展养殖业。瞅准这一
时机，在外务工的罗胜龙决定返乡创业。
凭自身的勤奋好学， 罗胜龙买书自学养
殖技术，在比较了家畜市场行情后，购入
10余头种猪试养。通过精心管养，很快，
罗胜龙的养猪规模扩大到了60头。

眼瞅着好日子就要来临， 一场飞来
横祸却让一家人跌落谷底。2012年正月，
罗胜龙遭遇车祸，不仅花去5万多元医疗
费， 还在颈椎上留下了后遗症。 祸不单
行，罗胜龙住院期间，家里喂养的60头肥

猪因管养不到位死去大半， 剩下的只能
贱价处理，10余万元投入打了“水漂”。罗
胜龙不但“致富梦”破灭，还欠下一屁股
债。

2014年， 罗胜龙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时任村支部书记的刘晚初鼓励
罗胜龙养殖黄牛，并帮助争取到5万元的
小额信贷。 尽管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
创伤， 不服输的劲头很快让罗胜龙重新
振作：“就这么放弃我不甘心！” 他决心
“重操旧业”。

接下来，产业奖补资金、易地扶贫搬
迁、特惠保……接踵而至的扶贫政策，不
仅让罗胜龙全家从破败的老房子迁入新
居，更让他摘下“穷”帽子、走上致富路。

今年，罗胜龙主动出击，和村里有意
愿的贫困户发展规模养殖， 并联系上安
徽的养鹅企业。 他说：“安徽那家公司愿
意免费提供鹅苗和饲料， 我们可以利用
村里的荒山开辟一个规模上千只的养鹅
场，用发酵处理后的鹅粪喂鱼。”安平镇
还承诺将镇里荒废多年的水库无偿借给
罗胜龙养鱼。

“政策不养懒汉，我得发狠干！”望着
不远处的水库，罗胜龙写满希冀的脸，被
一缕阳光照亮！

“风险保障金”撑起“保护伞” 扶贫战场“父女兵”

“政策不养懒汉，我得发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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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7月12日，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切实加
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进芙蓉人才行动计划落
实落地的方案（2018-2022年）》，通过实施引
才、聚才、铸才、育才、扶才、优才六项人才工
程，助推芙蓉人才行动计划落实落地。

智汇潇湘引才工程：
5年引进500名以上 “高精尖

缺”人才

【目标】
在新材料、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

物医药、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重大装备、生
态环保、航空、现代农（种）业、军民融合、文化
创意、 电子商务、 金融等重点领域，5年引进
500名以上“高精尖缺”人才。

【举措】
支持事业单位开设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调剂3000个事业编制（省直、 市县各1500
个），设立事业单位人才编制管理专户。

编制芙蓉人才需求目录， 每年向全球适
时发布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单位、 岗位、专
业、条件、数量等，引导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向
我省重点产业、行业、领域、项目、学科及各地
流动。

以更大力度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湘发展，
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根据服务期给予
每人50-100万元一次性补助；对接产业项目
建设年，引进100名以上科技创新人才；新建
50个省级海智基地，择优资助100个留学回国
人员创新创业项目。

开展“海纳英才·智汇潇湘”系列活动，构
建链接全球的引才网络，努力建成一批“国字
号”引才平台。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
构开展人才项目评审。 打造国家级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 积极引进一批国内外高端猎头
公司， 着力培育一批中高端人力资源服务企
业。

推进以项目合作、合同管理、议价薪酬、
异地工作等柔性方式引才， 遴选一批省特聘
专家，将外聘院士人数扩大到100名。在湖南
注册、研发机构设立在外地、成果在湖南转化
投入生产的企业、科研院所等“人才飞地”，享
受我省人才支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园区、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在海外建立人才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吸引使用当地优秀人才。

发展高地聚才工程：
重点区域、园区、产业等形成人

才“磁场”

【目标】
以聚集人才团队为重点， 在全省重点区

域、重点园区、特色优势产业 、重点优势企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双一流”建设高校、
重大科研平台， 分别打造一批具有比较优势
的人才聚集高地。

【举措】
将长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政策扩大

至全省。加快湘江新区和“创新谷”“动力谷”
“智造谷”聚才步伐，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
为世界一流的人才高地。

实施“双一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领
军人才计划。 依托高校重点科研领域等打造
人才“磁场”，建设200个“双一流”创新团队；
增设芙蓉学者岗位， 聘任芙蓉学者特聘教授
300人、芙蓉学者讲座教授300人、芙蓉学者青
年学者400人，按聘期每人每年分别资助20万
元、12万元、10万元；在“应用型”本科院校、高
职院校、技师学院培养专业群发展领军人才，
择优遴选聘任专业群带头人200名、产业导师
200名、骨干实训教师400名，按聘期每人每年
资助10万元。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和优势骨干企业，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
遴选100个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每个团队
资助100万元，形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轨道交通、重大装备、现代农业、文化创
意等6个有国际影响的产业人才链。

指导园区编制人才规划、 设立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等，推进园区“一站式”人才服务窗
口、“人才公寓”建设，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在园区建立双创基地、众创空间，在全省建
成20个特色园区人才集聚地。

对新获批建设的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
经考核认定择优给予资助，形成5个以上国家
级科研平台人才圈；扩大企业类、园区类院士
工作站比例， 择优给予新建工作站50-100万
元资助，形成150个院士专家集聚圈。

名家名匠铸才工程：
支持各领域优秀人才成名成家

【目标】
以铸就高端人才为重点， 分类抓好各领

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支持各领域优秀
人才成名成家，跨入国际国内领军行列。

【举措】
采取项目带动、团队建设、院士带培、人

才托举等措施， 培养100名以上科技领军人
才。加强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培养，遴选50名
省知识产权专家顾问。对接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 选拔培养100名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
水平的杰出专家、200名国内学术技术带头
人、1000名省内学术技术骨干或有较大发展
潜能的后备人才。

加强企业领导人才培养， 积极探索职业
经理人制度和外部董事制度， 加强企业领导
后备人员培养。以各领域企业领导人才、领军
人才、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为重点，造就1000
名左右创新型企业家。

大规模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培养，每
年集中举办“院士大讲堂”、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高级研修班、出国境培训班，直接培训2000
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评估确定30家省级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每个基地资助
50万元。造就3500名教学名师、诊疗名医、文
化名人，培养100名全国有影响的湖南新型智
库领军人才和100名青年拔尖人才。

对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晋级给予补贴；

加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技能竞赛集训基
地建设力度，建设30个以上国家级、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
室10万元资助。 积极开展湖南技能大赛和职
业院校技能竞赛，举办“十行状元、百优工匠”
竞赛活动。培育推荐一批大国工匠，造就300
名国家级和省级技术能手。

在科技型企业中选拔100名企业家和100
名青年科研骨干分批赴境外学习培训， 组织
100名技术经纪人分批赴境外进行能力提升
培训。

青年菁英育才工程：
吸引青年人才入（回）湘留湘兴湘

【目标】
以培育青年人才为重点， 坚持高质量培

养、全方位储备、大规模选拔、强力度支持，加
快优化人才梯队。

【举措】
支持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鼓励高校聘任

企业和科研机构高层次人才担任校外导师。
引导高校和职业院校立足市场需求， 调整专
业设置；选送500名大学生、500名青年高技能
人才在境内外开展培训交流。

建立高校毕业生招聘快速通道， 每年组
织企事业单位赴高校和人才密集城市引才；
定期邀请重点高校、重点（急需）专业毕业生
来湘参加社会实践等，推进校企合作对接、共
建实习基地； 加大从优秀高层次年轻专业人
才中招录公务员力度，定向国内重点高校、国
（境）外知名大学选拔选调生；在购租房补贴、
就业创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等方面加大扶
持力度，推动百万大学生入（留）湘、百万校友

献智、百万技能人才兴业。
给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

者青年学者”等优秀青年人才配套支持；加大
省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40
岁以下人才领衔的项目占比一般不低于60%；
新设博士后站点（含协作研发中心）100家，每
家给予50万元启动经费， 培育出站博士后研
究人员1000名， 给予新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每人10万元的科研经费； 培育青年党外科技
人才50名，每人资助50万元。

大力培养年轻一代非公有制企业家，通
过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为优秀青年提
供创业支持，推进创业导师队伍、创业实训基
地建设， 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教育、辅
导、孵化和创新创业大赛。

固基兴业扶才工程：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目标】
以扶持基层人才为重点， 破解人才瓶颈

制约，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引导人
才向艰苦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
层一线流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举措】
加强涉农院校和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加

快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
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 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
主体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开展职业农民
职称评审试点， 把在农村从事种养业的高校
毕业生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 以教育
培训、 政策扶持为主要手段培育20万名新型
职业农民； 大力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

训和“十佳农民”遴选工作，以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系统和有关职业院校为依托培养5万名
农民大学生。

对接农业“百千万工程”，推进万名专家
服务基层，开展“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西部
志愿者选派工作,组织湘西特聘专家开展科技
帮扶；为每个贫困县组建1个以科技副县长为
团长、科技特派员为主体、团员10人以上的科
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队式、成建制推进科技
人才向贫困县、贫困村全覆盖。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 吸引各类人才回乡
下乡；利用各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创业， 给予符合条件
的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
贴、一次性开办费补贴、商标注册补贴；加大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政府购买力度，吸
纳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创业就业； 打造一
批融科技示范、技术集成、创业孵化、平台服
务于一体的“星创天地”，招引10万名能人返
乡创业带富。

对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 侧重考察实际工
作业绩和服务基层年限、 效果， 适当放宽学
历、任职年限等要求，淡化或不作论文要求。
基层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级职称， 实行单独
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

在农业、 林业、 医疗卫生等系统基层单
位，推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职称评聘制
度。推进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推行乡村教
师“县管校聘”；依托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地方
特色产业发展，引进培养科技服务机构80家，
培养基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2000人； 加强农
村定向大学生公费培养工作， 每年定向培养
师范生8000名、医学生1500名、农技特岗人员
500名。

崇绩重能优才工程：
优待人才、尊重人才、鼓励人才

【目标】
以优待各类人才为重点， 加大对优秀人

才的全方位、全链条支持力度，努力营造尊重
人才、见贤思齐的社会环境 ，鼓励创新 、宽容
失败的工作环境，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
活环境，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

【举措】
进一步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

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对
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 解决重
大工程技术难题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引
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放宽
职称评审资历、台阶、年限等条件限制。

建立“百名领导联系千名专家”“千名领
导联系万名企业家”“万名领导联系十万名
工匠”制度；实行“优才卡”制度，落实来湘
人才居留、落户、社保、购房、子女就学等便
利政策；加强创新人才维权援助工作，加大
知识产权侵权打击力度， 着力推进创新保
护。

支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
或参与项目合作， 允许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兼职或在职创办企业， 在兼职单位的工作
业绩或在职创办企业取得的成绩， 可作为职
称评审、岗位聘用、考核、奖励等的重要依据；
允许事业单位对引进的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实行年薪制、 协议工资制或项目工资等灵活
多样的分配形式。

开展湖南省“芙蓉人才奖”评选，获奖者
纳入各级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名单和人才数据
库。

推选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党代表、 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推荐优秀人才担任党委政府决
策咨询顾问、行业首席专家等。

六大工程助力芙蓉人才行动计划落地
●3000个事业编制虚位以待
●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人才高地
●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试点

精准扶贫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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