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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大事记：
� � � � 1978年 省民政厅按照 “食不果腹 、衣不
掩体、房不挡风雨”的标准，对全省贫困状况进
行调查摸底， 当年即拨出贫困救济款110万
元，分配到60个县的83个社（队）。

� � � � 1984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发 《关于帮
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 （19号文
件），明确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县市和
怀化地区的2县划入武陵山区贫困片。

� � � � 1986年� 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成立， 下设办公室于湖南省政府农村办公室
内；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工
作的决定》。

� � � � 1989年� 省扶贫办会同省计委及有关部
门，制定出《全省贫困地区1987到2000年科
技、社会、经济发展长远规划》。

� � � � 1994年� 省委 、省政府制定 《湖南省实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 组织1万
多名干部到人均收入530元以下的3500个特
困村驻村扶贫。

� � � � 1996年� 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
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 � � � 1999年7月� 省委常委会议决定， 将全省
人 均 收 入 在 700元 以 下 的 2000个 特 困 村
（2000年确定为2070个）定为省扶特困村，一
定3年不变。

� � � � 2000年� 制定《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规划
(2001-2010年)》。

� � � � 2013年8月�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分类
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

� � � �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花垣县
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关于“精准扶贫”的重
要论述。

� � � � 2014年2月� 我省出台 《关于创新机制扎
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 � � � 2015年12月�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湖南省农
村扶贫开发条例》，并予以公布。

� � � � 2016年4月�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的实施意见》。

� � � � 2016年� 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我省两个省
级贫困县———武陵源区、 洪江区脱贫摘帽，率
先退出“贫困县”行列。

� � � � 2017年�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216万
人 ， 贫困发生率由 2010年底 17.73%降至
3.86%。

� � � � 2018年� 经省政府批复同意， 吉首市、祁
东县、双牌县、江永县 、宁远县 、鹤城区 、洪江
市、茶陵县、炎陵县 、石门县 、桂东县 、中方县
12县（市区）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9月24日，农历中秋节，一场秋雨润湿
了花垣县十八洞村的石板路。 随着村头
“咯吱”“咯吱”的抬轿声由远及近，顿时锣
鼓喧天、 唢呐齐鸣。44岁的苗族汉子施六
金在娶亲的花轿队伍前甩开步子，向乡亲
们兴奋地宣布：“我脱单了！”

施六金圆梦“脱单”，缘自昔日贫困村
十八洞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脉深山中，风景
秀丽，但长期笼罩着贫穷的阴影。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十八洞村，首次提出关于“精准扶贫”的重
要论述。在精准扶贫的春风春雨中，十八
洞村的群众迅速摆脱贫困，过上了美好幸
福的生活。

十八洞村的巨变，是湖南战胜贫困的
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 我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持
之以恒拔穷根，砥砺奋进奔小康，贫困人
口从1978年的1152万人降至去年底的216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底的17.73%降
至去年底的3.86%。

扶贫开发
把解决温饱作为当务之急

9月27日， 泸溪县合水镇罩子坪村层
林尽染，“丰收节”的喜悦还停留在村民们
脸上， 更大的丰收又在等着他们———“十
一”黄金周后，村里的万亩油茶林开始采
摘油茶果了。

罩子坪村83岁的陈财保在四儿子陈家
富家里颐养天年，这样的丰收年，陈财保看
在眼里，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泸溪县是贫困县， 罩子坪村是贫困
村，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陈财保一生
大多数时间在跟贫困作斗争。

“那个时候，吃了上顿愁下顿。”陈财
保说，自己有6个孩子，1978年最小的儿子
2岁，当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家8口人
每月能分到30公斤左右的口粮，人均每餐
不到一两，饿肚子是“常态”。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省不少地方的农
民吃不饱肚子。《湖南省志综合本 扶贫开发
篇》记载，1978年，我省评定贫困的标准为：

“食不果腹、衣不掩体、房不挡风雨”。
改革春风拂三湘。“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解除对农民的各种限制，使生产力
得到解放，从而缓解农村贫困问题。”退休前
曾任省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处长的夏适宜告
诉记者，但一些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高寒山
区，受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发展严重滞
后，解决温饱仍是当务之急。

1984年，省委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各县作了为期20天的调查。调查报告显
示，有六分之一的农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
问题。陈财保一家就在这“六分之一”中。

为解决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高寒山
区发展滞后的问题，1986年， 按照中央部

署，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贫困地区工作的决定》， 制定20条优惠政
策扶持贫困地区，将中央划定的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和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苗
族自治县以及省定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通
道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桂东县
作为扶持重点。

这一年，湖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
导小组成立，在省政府农村办公室内下设
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出台扶持政策，成立省贫困地区经
济开发领导小组，标志着我省扶贫正式吹
响了集结号。”夏适宜说。

立梁架柱，目标明确。我省开始向贫
困发起进攻：1986年到1993年， 省政府先
后3次对贫困户实行两棉赊销，使300多万
人的缺衣少被问题得到缓解；对30个贫困
县投入各类专项资金20多亿元，实施温饱
工程；兴建一批交通、能源、通信、水利方
面的基础设施……

经过8年的努力，到1993年底，全省贫
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653元，比
1985年增加313元。

这时候，陈财保一家的餐桌上，虽然
仍有玉米、红薯等杂粮，但每天可以放开
肚皮吃饱了。

扶贫攻坚
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

1994年国家组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提出将扶贫开发工作重心下沉。

同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湖南省实
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每
年集中全省30%的扶贫专项资金， 对我省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自治州进行帮扶；组织
1万多名干部到人均纯收入530元以下的
3500个特困村驻村扶贫。

1999年，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将全省
人均纯收入在700元以下的2000个特困村
定为省扶特困村，一定3年不变。

2002年，省委、省政府把扶贫开发纳
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出
台 了 《湖 南 省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规 划
(2001-2010年)》。将工作对象从绝对贫困
人口， 调整为绝对贫困人口加低收入人
口；以整村推进为平台，重点启动了基础
设施、雨露计划、产业开发、生态建设四大
项目。

这一时期，省里明确各级财政将扶贫
开发投入列入年度预算，做到逐年有所增
加； 发力扶持贫困地区提高农业效益，增
加农民收入；帮助贫困地区大力发展基础
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鼓励多种所有
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企业、民主党
派、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各界开始
在扶贫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0年，泸溪县合水镇罩子坪村陈财
保的三儿子陈国富不甘心过着红薯拌饭
的生活，37岁的他跟随“打工潮”来到浙江
省打工。陈国富先后做过搬运工、车间工
人，月工资由最初的几百元提高到后来的
3000元左右。

“外面的世界”开阔了陈国富的眼界，
也改变了他的生活。“随着打工收入的提
高，看到好吃的、想吃的，也能买回来尝尝
鲜了。”陈国富说。

随着“陈国富们”的生活开始由吃饱
向吃好转变，我省扶贫开发也从解决温饱
向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
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转变。

在各种帮扶政策和措施的激励下，到
2000年，我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3年底的653元提高到1583元。 这一时
期，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普遍提高，贫困人
口大幅减少。

精准发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
首倡之地。践行精准扶贫，湖南责无旁贷，

率先而为。
我省将“精准识贫”作为精准扶贫的

“奠基石”，持续推进“一进二访”、脱贫攻坚
突出问题集中整改等，防止“穷人落榜、富
人戴帽”，将扶持对象瞄得更准；

按照“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
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要求，省委
出台《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
发工作的决议》， 向全省发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动员令；

以“精准扶贫、不落一人”为总要求，省
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
施意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决
定实施“脱贫攻坚七大行动”“七大扶贫工
程”。形成了以“1+10+17”(1个目标指南、
10个保障机制、17个实施方案)为主的精准
扶贫政策支撑体系。

首倡之地，更需要勇于探索。
湖南探索出“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

式和劳务协作脱贫模式，被人社部、国务
院扶贫办作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向全
国推介；制定下发《全省贫困村识别和建
档立卡工作方案》， 确定了8000个贫困村
的识别规模，湖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精
准识别方案的省份；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全国社会扶贫现场会开到了湖南……

省市县乡村五级层层立下军令状、挂
起作战图，出现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生
动局面，掀起了脱贫攻坚大会战。

扶贫资金投入大幅增加， 仅2017年，
省级安排财政扶贫资金达33.74亿元，较上
年增长33.82%。

63万名党员干部与贫困对象“结穷
亲”，实现了贫困户结对帮扶的全覆盖；将
驻村帮扶工作由以前的两年一轮改为3
年， 全省8000个贫困村驻村帮扶全覆盖。
今年4月份，在首战告捷的基础上，我省又
选派17733支工作队、41311名机关干部参
与新一轮驻村帮扶。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全省农村贫困
人口下降到2017年底的216万人， 贫困发
生率由2010年底的17.73%降至3.86%；51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了9268元。

贫困地区面貌大为改观。 完成了机场、
铁路、高速公路等一批大项目建设，张吉怀、
娄怀、龙永……一条条高速如同织就在起伏
山峦中的玉带，连接起外面的世界；新改建
贫困地区农村公路4000多公里， 贫困地区
全面融入了全省4小时经济圈。

贫困地区产业之路越走越宽广，贫困
县都有2个以上特色产业，贫困群众“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湘西猕猴桃、龙山百
合、 靖州杨梅……成了贫困农民增收的
“金果果”。

持续扶贫，硕果累累。决战决胜，曙光
在前。新时代的湖南，立足“精准”，着眼“打
赢”，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勇往直前。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张尚
武）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 株洲市副市长顾峰在会上发布，第
十五届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茶祖文化节
将于11月18日至20日在“茶祖之乡”茶陵
县举行。

茶陵，因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
尾”而得名，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
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氏。”自古以来，茶陵的茶文化绵延不断，
这里有茶山可游， 景阳山以林谷野茶自
生，又名茶山；这里有茶树可识，除茶祖古
茶林，还有青呈、邺坑、峰仙等地都保存有

古茶树；这里有茶诗可咏、茶联可赏。县域
内众多的茶亭、茶馆、茶泉，以及独具特色
的茶俗， 彰显了茶陵深厚的茶文化积淀。
近年来，茶陵县大力挖掘茶祖文化，做强
茶叶产业，全县现有茶园基地3.2万亩，引
进和培育了茶祖印象、洣江茶业、龙灿茶
业等龙头企业， 全县茶叶年产值逾2.5亿
元。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
江在发布会上称，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每
两年举办一届） 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第
十五届茶文化研讨会在茶陵举办，是一次
天下茶人的相约，同时举办首届茶祖文化
节意义重大， 将通过多方交流促进茶文
化、茶产业、茶贸易、茶科技的发展。

据发布，此次活动由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株洲市政府主办，茶陵县政
府、株洲市农委、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
司承办。活动主题为“茶祖流芳，茶惠天
下，茶让生活更美好”。活动期间，将开
展茶人寻根， 纪念茶祖炎帝神农氏；研
讨茶叶的发现和茶文化传承；举行茶产
业招商推介和品牌发布； 主推4条精品
茶文化旅游线路。

我省金融信用体系建设
迈上新台阶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玫
陈慧） 信用建设， 利国利民。 截至今年8月， 我省有
4796.01万自然人、32.42万户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信
用信息， 已收集进入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今年1-8月，全省共计查询个人信用报告591.02万
次、企业信用信息17.80万次。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

数据还显示，我省已接入数据库的机构达94家，涵
盖银行、资产管理、小额贷款、汽车金融、消费金融、财
务管理、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托投资、电力、供水等多个
行业，覆盖面持续扩大。

目前， 全省累计设立征信查询服务网点159个，布
设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164台。征信信息的应用从
银行信贷业务逐步延伸到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住房
公积金管理等领域，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银
行业金融机构防范信用风险、 扩大信贷规模提供了重
要支持，为社会公众创造了更多的融资机会。

此外，我省已建成61个诚信文化教育基地。通过基
地授牌、赠送书籍、发放资料、征信讲座、演讲比赛、设
点宣传、诚信之星评比、联合调研等举措，将诚信文化
教育基地建牢建实，发挥信用示范引领作用，诚信文化
实现对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的“五进”，社会各
界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得到了有效提升。

茶祖流芳 茶惠天下

第十五届茶文化研讨会下月在茶陵举行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 �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湖湘大地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扶贫攻坚，贫困人口从1978年
的1152万人降至去年底的21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底的17.73%降至去年底的3.86%———

脱贫攻坚战犹酣

� � � � �荨荨（上接1版）

工作不能松，继续撸起袖子干
10月9日， 走进中方县铜湾镇和村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一栋栋漂亮的新居……

“旧屋变新房，广场进村庄，水泥路铺
到中堂旁……”在新建成的村综合文化广
场上，村民周三妹与姐妹们欢快地跳着广
场舞，谈起村里的变化，她高兴地说，“这
是三毛和工作队带着大家干出来的。”

周三妹说的“三毛”，是指村委会主任
瞿秀田。去年初，时任中方县绿色休闲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的瞿秀田，因致富带
富能力强、群众威信高，被选为村委会主
任。上任后，他自掏腰包建成村综合服务
平台， 争取资金解决村民生活用水难，还
牵头成立沅洲专业种植合作社，带领全村
人发展产业脱贫。

去年底，和村村脱贫出列，但瞿秀田
没有懈怠。今年国庆假期刚过，他就和村

支书瞿运武、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良保
碰到一起，商量经济脱贫后，如何文化脱
贫。

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连日来，村干部
和扶贫队员逐家上门动员宣传，筹划举办
重阳节孝老爱亲文化活动。

有村民问，都脱贫了，村干部和扶贫
队为什么还这么拼？瞿秀田说：“脱贫了工
作不能松， 大家还要继续撸起袖子一起
干，争取早日致富奔小康。”

“政策不变，队伍不撤，干劲不减，全
县6000多名党员干部仍奋战在一线，确
保脱贫之后不返贫。” 中方县委书记姜耀
文对记者说。

跟着合作社，巩固脱贫有底气
在中方县接龙镇卧龙村黄桃基地，一

条水泥路直通山头，果农们忙碌的身影在
果林中若隐若现。

“今年村里举办了黄桃采摘节，村民
收益翻了番，我们的产业大有前景。”村民

杨春文告诉记者，他过去替村里的合作社
种黄桃，一年务工收入上万元，后来自己
流转2亩地，加入了合作社。

“跟着合作社走，心里有底，我自己种
的第一批黄桃明年就能挂果。”杨春文说。

脱贫靠产业， 巩固脱贫同样靠产业。
在中方县，已按照“一项目带动1000人以
上，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的目标，采
取“产业定制”模式，因地制宜确定了生态
养殖、观光农业、瓜果蔬菜等20个产业扶
贫示范项目。

“户户有产业， 巩固脱贫成果有底
气。”中方县扶贫办主任杨春斌介绍，依靠
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全县
先后发展刺葡萄、金秋梨、杨梅、黄桃等特
色种植扶贫基地45.7万亩，种植油茶37.4
万亩，发展蛋鸡、花猪、山羊等特色养殖扶
贫基地187个， 带动全县1.23万户4.35万
名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一户施一策，稳扎稳打保增收
在中方县新路河镇合兴村， 林木茂

盛，生态优美，稻田规整，郁郁葱葱的树林
把村子藏在了绿色中。

脱贫户蒲生良带着记者来到一块已收
割的稻田边：“这里原来是我家， 现在复垦
了。我家已搬进县城，过上了城里人生活。”
蒲生良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其新家的照片，
宽敞的客厅、整洁的墙面、齐备的家电，还
有一家人一起吃蛋糕的全家福……

“我在村里合作社养兔子，爱人在高
新区打工，加上各种补贴，去年我家人均
收入突破了8000元。” 蒲生良笑呵呵地
说，“相信有党和政府扶持，我家一定会步
入小康。”

挪穷窝，还要换穷业。中方县采取“安
置点+城镇+就业+培训+工业园区”的办
法，配合“一户一产业工人”后扶跟进措
施，坚持把智力扶贫、技能扶贫作为增强
贫困户“造血”功能的治本措施。去年来，
全县共培训搬迁户2570人次，其中809人
已顺利上岗。

“全县符合低保政策的对象已全部纳
入低保，不符合的已开展专项救助。因病、
因残、因灾致贫的纳入数据库，一户一策
实施动态管理， 确保每个家庭脱贫后，能
稳扎稳打继续增收。”中方县委副书记、县
长张家铣说。

脱贫村里新风景

8月8日， 双峰县井字镇三石村笃诚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民在吊瓜基地劳作。
今年， 该村积极推进产业扶贫， 通过村里投资和贫困户贷款相结合， 发展吊瓜、 黄金
贡柚等种植产业， 帮助全村33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李建新 邓卫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