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有手有脚， 摘掉了贫困户这顶
‘帽子’，脸上真光彩。 ”以前冬闲无事可做，
如今在茶叶基地打工一天就可赚 80 元，有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各项政策保障，修山镇
花桥港村余建香逢人就这样说。 花桥港村是
贫困村，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该村因地
制宜，发展了 1400 多亩茶叶基地、建设了近
300 亩湘莲基地，吸纳贫困户以土地、用工、
资金等方式入股合作社，带动 100 多户贫困

户 200 多贫困人口脱贫， 余建香便是受
益者。

精准扶贫， 变输血为造
血，发展产业是关键。 桃江
县出台《桃江县 2018 年
产业扶贫实施方案》，投
入产业扶贫资金 7397
万余元，推进“村村有
扶贫产业， 户户有产
业帮扶”的产业帮扶
模式， 全年新发展重
点产业扶贫项目 12
个， 其中省级 2 个、县

级 10 个，确保了每个乡
镇有 2个以上产业扶贫示

范点， 如石牛江镇的大闸蟹

养殖产业、 牛田镇金凤山村的映山红大观
园、沾溪镇的罗氏沼虾、高桥镇罗溪村的水
果茶叶种植、 鸬鹚渡镇的竹产品加工等等。
引进惊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 亿元建
设年加工 100 万罐竹笋清水罐头产业扶贫
项目，帮扶全县 21018 名贫困人口发展竹笋
产业， 优先安排有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就业、
免费提供技术培训、保底收购竹笋产品。 所
有行政村都有产业扶贫合作社、家庭农场或
龙头企业进行帮扶带动，所有有产业发展能
力和意愿的贫困户都得到了产业发展帮扶，
并与企业、合作社、能人建立了保底收购农
产品、委托帮扶、股份合作、资产收益、就业
等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产业扶贫帮扶全覆
盖。 弘扬“脱贫光荣、致富光荣”理念，不断激
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在全县评选出 10
名脱贫模范户给予表彰奖励。

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桃江县对贫困户的
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完成了 304 户 1041 名
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任务，5 个集中安置
点 12 月 30 日前将全部交房入住。 完成
193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对
98 户特困户实施了“幸福安居”工程；解决
486 户住房无保障的已脱贫户的住房问题。
积极推进健康扶贫，贫困群众的医疗、保险、
补助均可进行“一站式”结算，每户贫困户都
配备家庭医生，所有贫困村卫生室都进驻了
村部。 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学生因贫辍学，全
年为近 7000 名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补助
金 1576 万元。 促进贫困人口就业，让 3493
人找到了就业方向；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 529 人。 强化兜底保障，“两线合一”确保
贫困对象全部纳入低保， 实施“扶贫特惠
保”， 县财政拿出 200 余万元为 45455 名贫
困人口投保家庭综合保障保险，2018年理赔
1049人次，支付理赔款 230.2万元。

真抓实干出实效。 2018年， 全县 17 个
贫困村出列，9471人脱贫， 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加 971 元，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
性的胜利。

罗中华 刘 鹏 刘育东 吴凤夫

桃江，又名桃花江 ，因著名词
曲家黎锦晖先生一首 《桃花江是美
人窝》而闻名。桃江是中国首批十大
“竹子之乡”， 境内有桃花江国家森
林公园、羞女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国
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桃
江地处湘中偏北，洞庭尾闾，国土面
积 2068 平方公里，人口近 90 万。 近
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年
严重洪灾等影响，桃江县委、县政府
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 以高度
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 积极化解
各类重大风险、破解环境治理难题、
全力精准扶贫， 谱写了一部新时代
的美丽篇章。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全力推进三大攻坚战，不
断改善民生， 推动桃江实现更平衡
更充分高质量发展。 ”县委书记汤跃
武在年初提出了全县经济工作的指
导思想。

一年来， 桃江县基层党的建设
不断得到加强；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顺利通过测评； 成功举办第十届中
国竹文化节；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
力有序，停、缓、调、撤政府投资类项
目 356 个、压减投资 38 亿元，推动
融资平台整合，金融形势保持稳定；
扫黑除恶初战告捷，侦破 64 起刑事
案件、刑事拘留 96 人，打掉恶势力
团伙 8 个，维护了一方平安；破解读
书难、就医难，消除大班额 269 个 、
超大班额 155 个， 桃江县人民医院
三级综合医院创建通过预评审，医
院 6S 精益管理让更多患者受益；交
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扎实
推进，马安高速通车，舒牛公路改扩
建完成 ，3 个万亩堤垸加高培厚加
固，51 个村电网改造完成； 新兴业
态不断涌现 ， 培育创新市场主体
3516 家，成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
型县、省创新创业示范县；行政效能
日益提升 ， 建立政务督查
“一单四制”，在全市率
先升级县长热线平
台、公布“最多跑
一次 ”事项 588
项， 推行政务
服务 “一门一
网 一 窗 ” 办
理。一个充满
活力 、充满商
机的新桃江展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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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从桃江经济开发区传来好消息，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桃江经济开发区累计
完成税收 1.39 亿元， 是 2017 年同期的 1.9
倍，年底税收有望突破 1.5 亿元。 园区纳税
上百万的企业从 2017 年的 9 家增加至 12
家。 这是桃江经济形势平稳健康发展之一
隅。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桃
江县坚持高质量招商，以“项目落地建设年”
活动为抓手， 认真落实“竹八条”“工八条”
“旅八条”， 县域经济迎来新一轮强劲发展。
1-10 月， 全县引进市域外资金形成固定资
产投资 68.82 亿元， 引进省外境内资金
49.18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3507万美元。

该县的具体做法是， 不断优化招商形
式，强化驻点招商、领导带队招商，扎实开展
小分队招商，狠抓工业招商，推进乡友回归，
发展总部经济，招商引资亮点纷呈。 截至目
前，全县新引进项目 50 个，其中投资过亿元
项目 8 个、投资过 5000 万元项目 12 个，并
呈现出招商引资项目质量不断提高，工业项
目比重不断增大的招商引资的特点。如投资
2.7亿元的浙江临亚集团建筑产业化生产基
地项目、投资 5 亿元的井冈山惊石农业年加
工 100 万罐竹笋清水罐头项目、投资 1.6 亿
元的湖南润竹生物科技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相继落户桃江。 在第十届中国竹文化节期
间，桃江一举签约项目 21个，签约资金 30.4
亿元。 全县 50个新引进项目中工业项目 44

个，占比 88%，以工业招商为主的新局面基
本形成。

这些招商成果的凸显，也得益于桃江重
视营造重商亲商的良好环境。 为加快促成签
约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建设， 巩固招商成果，
桃江由专人负责，对投资项目手续办理进行
全程指导跟进， 帮助企业及时完善相关手
续，加快企业开工投产。 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加大政务服务支持，强力推行“最多跑一次”
改革。 实行挂牌保护制度，严控涉企检查，为
企业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加强人才引
进与培养，增加企业创新力。 建立重点企业
信贷投放调度机制， 达成意向贷款 56 笔、
2.65 亿元，召开了政银企对接座谈会，签约
贷款 10 笔、10.34 亿元； 发放“助保贷”59
笔、4.17 亿元，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 16 笔、
0.84亿元，有效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支
持企业做大做强。 确定了 28 家企业为重点
帮扶对象，每个企业明确了一名县级领导负
责对口帮扶。 全县前 10 个月共收集整理各
类问题 195 个， 开展集中帮扶专项行动 17
次，解决问题 139 个，对 36 家工业企业予以
奖励，共计 258.59 万元，指导 30 多家工业
企业向上成功争资 2700万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桃江共新
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 家， 全县规模工业
企业统计数达到 196 家。 1—10 月，全县完
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74 亿元， 工业经济后劲
明显增强。

多年的高速发展建设，为社
会积累了财富，但存在的粗放型
发展，给资源带来了浪费，也给
环境带来了伤害。

灰山港镇是桃江工业重镇，
以生产建材而闻名，水泥、石灰
等建材曾是当地经济支柱产业，
有相关企业数百家。建材产业虽
然使该镇经济腾飞、群众生活富
裕，但在烧制水泥、石灰过程中

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硫，以及粉尘对环境造成
了严重污染。“穿件白衬衫到街上转一圈，回
来就变成麻衣服了，空气也刺鼻。 ”说起以前
的灰山港，镇上居民陈素平就摇头，吸不到
一口好空气，喝不到一口好水，这是人们对
以前灰山港的普遍印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桃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还人民
蓝天碧水净土，打造宜居宜业的乐土。

淘汰落后产能，关停“三高”企业，促进
转型升级，抓好工业节能和结构调整，努力
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灰山港镇先后关闭小水
泥厂 11家、小石灰窑 317家，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形成了水稻、竹笋、蔬菜、油茶、葡萄等
8大产业，工业镇向生态镇转型。 如今，灰山
港“掸”掉一身灰，受益的不仅是百姓，企业
也得到重生。

万鑫水泥成立于 2001 年 8 月，原有的
一条年产 30万吨水泥立窑生产线， 由于工
艺落后，能耗高、污染大、质量相对不稳定，
2014 年被纳入淘汰名单。 在职能部门引导
下，拆除原有的水泥成品仓库，新建一条干
混砂浆生产线，将淘汰后的立窑生产线原料

车间技改成一条年产 20 万吨的矿渣微粉生
产线，将原来的水泥生产线制成车间技改成
一条年产 60万吨的水泥粉磨生产线， 实现
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产品由过去的单一生产
水泥变成生产水泥、干粉砂浆和微粉矿渣三
种， 总产能由原来的 30万吨增长到 110 万
吨，污染排放实现达标，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新增 136个就业岗位，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新路。

桃江是生猪调出大县， 养殖业发达，但
畜禽粪便排放等面源污染也十分突出，对当
地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按照洞庭湖区畜禽养
殖整治要求，回应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全县
退养畜禽养殖户 246户。整县推进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完成 247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污
染防治配套设施建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80%以上。

结合河长制工作， 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开展“碧水清流益起行”“桃花江 30 公里环
保毅行”等活动，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设立
“民间河长”，组织志愿活动，不定期巡河净
河，溪河水质持续改善。 推进资江河道打非
除乱治砂专项行动，目前资江流域桃江段已
全线禁采砂石，取缔资江河道砂石场、碎石
场 40家，保障河道畅通，修复生态功能。

此外，桃江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
卫生县城为契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县
城、集镇进行美化、亮化、绿化。 实施农村清
洁工程，全社会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市容市
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秩序井然。下河掬清
水，抬头见蓝天，桃花江畔、美人窝里已成安
居乐业乐土，城乡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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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碧水青山让环境更美好

志愿服务助力文明创建。 陈倩 摄

生态之城
———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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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竹之乡 熊朝阳 摄

福德电气二期现代化生产车间。 詹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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