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
特别报道 04

!!"# !$%!

!"# $ % &'( ) *
!"#$%&'()(%*+,-./

01 23456789:;<=>?%@A B
CD.')EFGHI:JK+L>MNO
PQRSTU1

VW"X&YZ['\)\E]^_`
abcdRefg:JK+,>&chijk
lmn+L& opqrEshklE]+
,1 D[tE^nuvw?BCxy&z`
"I{cdRe|}$~�&*�HI�B
�dfg&��klE^�+&�b��l
e��&��:�K�i>��&�����
'\)\E^������OcdRef
g��?ab&�����e ¡¢£¤¥
¦§£�d¨©£qªi«£¬.®£¯Q
RS?'\)\E^°±&45�'\)\
O²F°±:JK%*>1

!"#$%&!'()*+,
:��³´�BO³´��6µ¶·¸

¹67?�º& »¼4º½67?¾¿À
Á&ÂÃ67?MÄOfÅ&ÆÇ67?E
]&È�$67É¥ÊÊ>ËÌ&DYZ['
)E`ÍÅÎ&�tÏ�?cdRe|}Ð
QD��1

®Ñ&cµ²F��Ò�ÓÔÕ�|}
Ö×ØÙÚÛÜÝÞß&àDtcµ²F��
áâãä1

:�$�å'()(l¤TU6µ&¶
·RSæª&ç�èéê�ëìí6789
?Ïî%*1 >ïð�°°ñòóô1

õb& èé?Re|}ÐDz`ö÷¼
ø1 VW"X&YZ[')E`äùúûab

c?fgüný`þÿ&¡º:�!"+>&ä
ù�#:J$�%>&%&MN'ø(¤¥�
�½F)£½*+£½,-1 "ab:.Í�
Ð>u/$01&"23 ! Ì?m4cÌ5�
$6n& ��$7c?89:¦;O=<c
=£q=E=?-:>?F)&¦@hA�B
@h$7£`ch7mÏ5Í£`CDEF=
cÐ£GÔRe|}HIJK�1 *ncµ&
YZL´M£ 8NOPJQR|}HI-S
�ùcTU&���¦VWX£YUZ[£\
R]$JÁ^5�1 �_c�F:̀ {>fg&
aqªObcdDe�& fg÷h�`�B
q=&ijHkqrE]�l1

½x&mnoh:�KMN>&¡¢:�K
æp>& qrsstMÄuv���$v�
e ,¥X~&§¨"$wv£"x]v£"
Íyv£"]�vJ'z&��e {|£a
buv�}£~bu +,£�4uv��£
�*ñ��u1 §¨rsuv&��� "# �
u/&�YZ[=rshi�?�4ö�÷
uv&����b�L $% ���1
"-./0123456789:

:abJK+,& I{c?CD�@�
l>:HI_���&��_���&¡¢_
�p�>:�mRSæª�H&æ����
���Oqª �> :ij��U¢¡¢£

U¢�+OU¢£¤¥¦>ÊÊè§¨©z
`ª*ncµ²F��»¼«¬?®1

VW"X&YZ[')E`chOopq
rEsh�/-¯cdRefg��&°cd
Refg��^ù-�Å¦Ì£& ��ab
:JK+,>&I{c?CD�@�l&qc�
^c£±i c²³ab&'()(E^��
?´²�O*¨£1z`chmmµ¶MN'
ø��?CD¡£m�¡£^_¡O·¸¡&¡
º:�q�>¹ü+&bl:.º»£.¼æ>&C
D½F÷µ´¹õ+&ce¾~¿^1 opq
rEshqæÀÁ_Â£q�+Á_Â£q�
�Á_Â&Ã�ÄÅB@É¥:`èK-�,
¥&~Æ¡�ÇlèKBCÈÉ&4º*�±
i cÊËDÌ=èKþÿ¢�&ÍíI¹
ÎE]Tq�+?�+Ïî1

z`§¨Ð4ÍÅ£��Ñx£KÒÓ
Ô£ÕÖ×ØJÙÚ²z&ÛÜÃÝ89M
Ä&*�Þß±i cmn+,ßà&wÏ
+,mn�àC+£áâãä£�àk+1 �
3¢y�abcdRefgmn+,OE
]+,åæ_lrð&�ab:JK+,>Ü
�?çB6µèx_lé+�+1 qMN'
ø��>?F)åæêùE]rðëì&q
cµ²FMN'øCí?qª£bcMN�
$-�E]®&°abMN'ø��rð

(cdRefg+,urðçîï&(²F
W/ðñ+,*�çîï1

½x&���_sòóRnÁfg1 z
`chäô£ `ñõöÏ÷ø¡�+,
®&DçBÍÅ=¼ùÖú£¼��û&à´
Úb¢äù6@1 I{òü�4ýiÙi?
-þCíOBCÈÉ?dÿ!"OE]&�
#»$£Âª$�4%&�%�û£%&'&
~%~(&)I�*n²F��RSæªM
N&à*n��*x4º+,-@&RS±
e1 opqrEshHIÌ¼E]&Q�Ç
lE]Tq:�Ú'ø>&�ûx· '( 6.&
/0x· ) 6&cq&1 $ 61

;<=>?@ABCDE.FG
VW"X&�2*³')EFG_l�

3vw&³�§I4�45#¦6£æu
)7B8£æ9:Ï;B8£<='>B8
J¦?@i1 è§à')EFG�2iA*
B1 $C&YZ[')E`¡º�3vwO
E^��J�~J�©1

z`�DEq=ÚB.i«qª�}
4F*E�3vw��_l?§Gß�}&
q���3vw:* �qª (% KiH>�
}�$E]rð?-�,¥& mm~Æä
{�3vwmn+,èK:IJF>&Ki
«´�qª£ I{E]Tq�+��«�

�}& 4F*`=ZD�3vwBL�Ü
M£°±ÜN£��ÜO1 ½x&HI�*`
²F��?¤¥PQ& R���e¥É¥
S0O¥¦�T1

z`*�U��3vwyV*['(
)(%*dÿWX:Yð:u :TU:
]ð��&���:�Z[>:\]^>JÐ�
 _&�_:«_`a>:b«[Z>l�&º
cä{$<'(%* _1 §¨×ëdC£
epnÁfg&fg�_hÍ¿ &%&i
jbkb£+,6&6£]ðþ&þ1lm $%
3 (% Ì& YZ[no��TU6µ '*+%%
�6.&¿rðÏp»qmn (!,-. ´&õB
'(Ïpr¤ -$) ´£'(ÏpH�(�s
$(,$ ´£'(»qmn ((-!, ´£)(Ïp
à| $ ´£)(Ô§à| $.%( ´£4�(Ï
p»qà| $$+) ´£ {t(»qà| ((!
´£uvwxÏp»qÏlà| ,,( ´1 *
[¿i�O&'%*WX ((,$ K& +yu
v .(.- ´&z¥{|F}~�F )-) 6&Ý
� )( ´&h�ð&�U�br¤ *!+ ´&�
� $(*$/) ��1

DCH�=&�~�4uvab1 ��
�-þ�|O¡�ÇlB?RedÿþY
ðE"&fh�Redÿ!"�u&³��
�ÈÉOReWX&~í�4uv&��b
�u/&��u/�O&�Qlu/^¡£^
¦£^6&q¡�B_u/?:�F>&±�»
= _O�!òü&ÜO��'()(%*
 _��OS0&�46789:;<=>?
%*&$��67ÌY)ñ?�íÏ5��
���61

!"#$%&'()*+,
!!! "#$%&'()*+,-./012345,675

� � � �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扶贫工作者，
我始终认为， 做好扶贫工作有三点很
重要：一是要有乐于奉献的为民情怀，
二是要有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 三是
要有忠诚担当的高尚品质。

近年来，永州市委、市政府带领
全市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实际行
动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掉队”的嘱托，脱贫攻坚取得
了决定性进展， 累计减贫476456人，
475个贫困村出列，3个省扶县摘帽，
贫困发生率从13.5%下降至3.3%,就业
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
等多项工作均走在全省前列。作为一
名地级市扶贫办主任， 我感受很深、
感触很大、感悟很多。

一是大处着眼，胸为“帅”谋。市
扶贫办作为“参谋部”，处于脱贫攻
坚战的前沿，既要吃透上情，确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
述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在永州
落地落细落实；更要摸清下情，紧扣
“六个精准”创新方法路径。永州共
有5个贫困县、774个贫困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67.3万人，为如期完成脱
贫任务，我们牵头起草了“1+X+部
门”的精准扶贫政策文件，抓好顶层
设计， 列出了全市脱贫攻坚的任务
书、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三位一
体” 的大扶贫格局。 全面开展了
“12345”“互联网＋”社会扶贫；大力
推行“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大
力发展“扶贫车间”，实现了贫困劳
动力家门口就业； 积极推进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 充分激发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

二是竭力担当，甘为前“卒”。责
任不压实、 措施不落地， 口号再响
亮，也难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委政
府决战决胜的信心足、决心大，要人
给人、要钱给钱，优先保障。作为扶
贫干部，特别是一名扶贫办主任，没
有理由、没有借口退缩懈怠。按照市
委提出的“学（政策）、下（基层）、查
（问题）、断（原因）、改（抓整改）、问
（问责追责）”六字诀工作思路，我积
极带领全市扶贫系统干部职工深入
贫困村、走访贫困户，竭力以“绣花”

功夫落实落细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

三是用心用情，夙夜为公。让贫
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奔小康， 是我
的应尽之责和人生追求。 在贫困群
众这个“大我”面前，个人的荣誉、家
人的诉求都是“小我”。为推动“互联
网+”社会扶贫工作，全国现场会筹
办期间，我连续奋战3个昼夜，以致
虚脱。 去年10月， 我因患肾恶性肿
瘤， 做了左肾切除手术， 当时正值
“6·25”洪灾灾后重建，又有3个省扶
县摘帽的任务。 手术后不到一个星
期， 我就到全市受灾最重的贫困村
了解情况。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我
与办里的同志们一起战斗， 经常加
班加点，熬更过夜，使命在肩，无怨
无悔。

今后， 我会继续按照党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冲锋在前，为
全面打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
努力奋斗，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 �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干部要真正沉
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近
几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脱贫攻坚一
线咬定目标加油干， 去年全村成功退出贫困
村序列，今年成为美丽乡村示范村，实现了由
贫困村向美丽乡村的华丽转身。

扛起“头雁”之旗。蒋家村是文学巨匠丁
玲的故乡，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内生动力不
足。刚进村时，群众对我们议论纷纷：“走一走
看一看， 回到单位好了愿”“机关干部不懂农
村工作，有事找他是白说”。面对这些怀疑，我
下定决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感染、激励群
众。 我把学习政治理论和扶贫业务知识摆在
第一位置来抓， 对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重要论述悉心研读、刻印于心，对上级重要
文件精神认真摘抄、学以致用。我把自己当作
驻村的“苦行僧”， 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890�
多天。由于长期劳累，自己患了病，但仍“上紧
发条”与疾病抗争，被群众称作扶贫“拼命三
郎”。通过家家带、户户帮，去年底全村80户、
269人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
15.6%下降至1.1%。

担起“克难”之责。一是破班子建设难题。
工作中我既做给村干部看、更让他们自己干，
使他们干事创业的膀子“甩起来”、发展产业

的脑子“转起来”， 落实了村级主体责任，产
生了工作队和村“两委”“1+1>2”的效应。二
是攻产业建设难关。落实全市“百企帮百村”
部署，成立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抓乡村旅游
产业开发， 在全村2500亩油茶上精耕细作，帮
助65个贫困户发展家庭产业，形成了电子产品
代工、茶油加工、光伏“做工”三位一体的产业
发展格局， 去年贫困人口通过产业人均增收
2300元，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实现零的突破，达
到了9万元。三是抓项目建设难点。为补发展短
板，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三年来争取和整
合各类资金2500多万元， 完成大小项目63个，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获得感都得到明显提升。

发起“看齐”之声。一是以党员来带动。我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党员促膝谈心， 宣讲
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让党员参与进来、深入
进去、发挥带头作用。二是以典型来引领。
组织“两委”开展优秀党员、有担当的村干
部、“五好”家庭评选活动。用先进事迹、善
意之举来感染村民、形成示范。三是以正气
来保障。开展村风民风专项整治，理直气壮
向“等靠要”“懒混赖”说“不”，把向政策要
吃要喝的歪风刹下去， 激发出村民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 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脱贫攻
坚良好局面。

� � � �夯卡村辖8个村民小组， 有252
户1282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9
户 414人 ，2014年贫困发生率达
38.5%，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典
型的中高海拔地区深度贫困村。

近些年来， 我们带领全村党员
群众用“滚石上山”的精神和干劲脱
贫攻坚。2017年，我村人均收入达到
8860元，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6%，
实现了整村脱贫退出。

为带领全村脱贫致富， 我一心
扑在工作岗位上。 回顾这些年来的
工作，我们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 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我们建立了村组党员、干
部、 致富能手三支队伍， 成立了蔬
菜、优质稻等5个产业党小组，由村
党支部统一指挥，做到哪里有工作、
哪里就有党小组、哪里就有党员，切
实把全村43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充分调动起来， 由党员及时把党的
扶贫政策落实到每一名群众， 引导

和带动贫困群众由“要我脱贫”变成
“我要脱贫”。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 做好易地
扶贫搬迁。夯卡村3、6组两个自然寨
原住地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 也是地质灾害隐患点。
2016年， 我们对这里的35户实施了
易地扶贫整体搬迁。 为确保贫困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
富”， 我们既考虑当前增收脱贫，又
着眼以后长远发展，探索“搬迁+产
业”模式，做到“三个统一”，即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安置；“三个结
合”，即易地搬迁与产业扶贫、美丽
村庄建设、 乡村游发展相结合；“两
个同步”， 即建新房与建产业同步、
搬迁与脱贫同步。

2016年底， 在新房钥匙发放现
场，搬迁群众自发穿着苗族盛装，打
着苗鼓，唱着山歌，欢庆新居落成。
很多贫困群众拿到钥匙时， 都流下
感激的眼泪。

三是着眼稳定增收， 发展脱贫
当家产业。 我们围绕兴产业、 增就
业、置家业做好“三业”增收文章，努
力让每户有1人转移就业，养2头猪、
种2亩蔬菜，养鸡鸭30只以上。为形
成村里稳定脱贫的当家产业， 我们
想方设法引进龙头企业、 培育能人
大户， 成立合作社发展辣椒、 优质
稻、 猕猴桃、 黄桃等特色种植基地
1250亩；兴办酸辣香食品公司，带动
发展蔬菜基地2000亩； 引进佰德利
服饰、吉欧鞋业、惹巴妹手工织品等
公司建设扶贫车间，提供800多个就
业岗位， 每年转移就业务工稳定在
190人以上， 年劳务总收入550万元
以上；建立夯卡电商平台站，销售农
产品数十万元。今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已突破20万元。

如今的夯卡，村容村貌大变样，
村民生活大改善。 我们将坚定信心
再创业，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建设
美丽幸福小康新夯卡。

� � � � 1993年，16岁的我乘上开往广东的列
车，开始打工生涯。经过近10年的努力打拼，
在广东深圳和惠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从事
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实现了从一个“打工
仔”到“老板”的转变。

自己致富以后，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不少乡
亲仍然还较贫困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不安。

新宁是全国四大脐橙基地县之一， 农民
靠脐橙吃饭、靠脐橙读书，有这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不能靠脐橙脱贫致富呢？

2012年我带着资金和经验，回乡投资成
立了新宁县月汉脐橙专业合作社， 同时创办
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专门从事脐
橙生产、加工和销售。

目前，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分
红三种帮扶形式， 我们带动4个乡镇13个村
5122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有的还成了富
裕大户和家庭农场主。我的主要做法是：

实行品改复壮，创办脱贫示范基地。为提
高种植技术， 我请来脐橙种植领域的学者专
家和专业种植技术员， 对种植农户进行培训
和指导。公司每年拿出不少于12万元资金，在
13个村开展脐橙品质大比武活动，对应用管
理新理念、开展种植新技术、产出品牌新硕果
的种植示范户予以奖励。 目前示范基地面积
达到2700亩，带动贫困户1567户实施了脐橙

品改。
实行“五个统一”，建立带贫益贫机制。为

实现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我们实行“五个统
一”，即统一生产资料采购、统一施肥喷药、统
一采摘时间、统一产品加工、统一销售渠道。
目前， 新宁县月汉脐橙专业合作社社员达到
386户，基地面积达到8600亩，带动周边13个
村发展优质脐橙4万多亩。其中加入合作社的
贫困户达到1567户。这些贫困户增收的渠道
有3条：土地流转有租金、小额信贷扶贫有股
金、加工期做工有薪金。2017年，公司支付贫
困户的工资就达160万元。

实行精准帮扶，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月汉
村11组41岁的刘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
有名的光棍汉，常年在广东沿海务工，每年年
头出门要借钱，年尾回家没挣多少钱。他有5
亩脐橙地，长满荒草，没有品改，卖不出价。经
过动员，我给予他资金帮助、技术指导，2014
年，他完成了5亩老园的提质改造，还新扩建
了25亩优质脐橙。如今，刘强脐橙年收入超过
10万元，不仅顺利脱贫，还盖起了新房，更叫
人高兴的是谈上了对象。类似刘强的故事，合
作社还有很多。

老乡脱贫我光荣。 我将积极探索产业帮
扶的长效机制，带领父老乡亲，携手迈向全面
小康的美好明天！

牢记嘱托 逐梦前行
全面赢得脱贫攻坚战的新胜利

撸起袖子加油干
建设美丽幸福新夯卡

把实干谱成一曲
脱贫攻坚的歌

老乡脱贫我光荣

荨荨 （上接1版）
“那时很多农户思想没转过弯，以为土地

流转就是让出了自己的土地， 以致很多人开
始很不支持。” 石拱村党支部书记谢志雄回
忆。

通过镇、村干部反复做工作，最终以村集
体作为承包主体， 与谢利益办的利和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首批用地协议。有了地，还
要解决灌溉、种植技术等问题，谢利益找到相
关部门反映后， 资兴市农业部门专门组建一
支队伍，从果树栽培到果实采摘，提供全程培
训，并安排技术人员实地指导。

后来， 镇农经站等单位还帮助谢利益建
了一座通风库、一座贮藏库。今年，谢利益果

园生产的高品质黄桃卖到了每公斤20元以
上，而且销路不愁。

“基地有什么困难，打个电话，当地干部
就来了。如果没有各级干部帮助，果园不可能
这么快建好。”谢利益说，“在家乡投资，我感
到很踏实。”

“让更多乡亲有事做有钱赚”
山头黄桃园里， 李志江夫妇在给黄桃树

修剪枝丫。 李志江前些年因遭遇车祸落下残
疾，无法找到工作，而儿子尚未成年，一家人

还住在土坯房里，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谢
利益回乡创办果园后， 李志江夫妇到果园务
工。

“我打心底里感激谢利益，他让我有了工
作机会。”李志江介绍，他跟妻子承包了果树
施肥、剪枝等工作，两人每月能赚6000多元。

目前， 谢利益办的果园已安排附近20多
名贫困村民务工。果树掐尖、果实套袋、采摘
打包等农忙时节，还会聘用当地一些村民，最
多时一天有近80人在果园工作。

“他是个好人嘞！”说起谢利益，村民李东

仁竖起大拇指，“村里修路、建公共用房，他带
头捐款。过年时，还给村里老人打红包。村里
有老人生病，他也会嘱咐家里人去看望。”

为带动乡亲们致富增收， 谢利益办的利
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不仅支付土地流转金给
村民，还将村民的土地按比例入股。基地效益
好，大家年底分红就分得多。这样一来，乡亲
们干劲更足了。

谢志雄告诉记者，闲置的荒山变成了“花
果山”，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了，跟着他
一起种黄桃等水果。他说：“准备再投入500万

元，扩大水果种植规模，让更多的乡亲在家门
口有事做有钱赚。”

■相关链接

近年来 ， 资兴市出台招商引资系列优
惠政策 ，并建立产业引导资金 ，对回乡创业
予以扶持 。同时 ，由相关部门和园区代办审
批事项 ，为项目提供 “一站式 ” “集成式 ”服
务 ，限时办结 ，促进项目尽快落地 、建设 、
投产 。

今年1至8月， 资兴市共开展小分队外出
招商65次，举办项目集中签约活动5次，实际
到位内资38.05亿元，同比增长23.34%。

拳拳赤子心 荒山变果园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大会发言摘登

永州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段贵建

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党支部书记 麻金革

常德市委驻临澧县佘市桥镇蒋家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徐述全

新宁县龙丰公司董事长 徐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