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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武在长寿镇大黄村走
访贫困户。 饶怀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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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 2018年改革发展回眸

“当时，一路上看到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泥
泞的道路，了解到村民经济收入很低，还有孩
子甚至因经济困难辍学在家……”跑遍众多贫
困村后，这些场景让邢朝虹寝食难安。

不久，为孩子们修缮学校工作就被邢朝虹
提上扶贫议程。她带领扶贫工作队为平江教育
补短板，督战喻杰小学建设进展，联系九阳有
限公司为小学校捐建“九阳希望厨房”，2018
年捐建了 10所小学厨房。

新婚燕尔，杨宇就从东北赶赴平江，挂职
平江县县长助理。 他顾不上小家的欢愉，一心
扎入平江的扶贫工作中。 到平江的第一天，他
就到“6·30”洪灾毁损现场踏查；平时不分节假
日，全部时间都扎在了平江。不到 4个月，他便
走访了全县 24 个乡镇中的 20 个乡镇，14 个
扶贫行业部门中的 11 个部门，还调研了 38 所
学校、30多户贫困户、10多家企业。

“下午，与村支书一同前往竹山组，查看烈
士碑安置情况。 ”“上午，前往泊头村北部正义
片山谷，查看饮水工程建设情况。 ”……翻看刘
斌樑的扶贫日记，笔者肃然起敬。 担任泊头村
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刘斌樑，白天，和干部、
乡亲们在田间地头忙碌；晚上，他走家串户，对
村民们嘘寒问暖。 每逢村里老人们过生日，他
就组织村干部给老人祝寿，还自掏腰包送生日
蛋糕和多功能收音机给老人。

越岭翻山荒径远，野村偏僻汗淋身。笔者发
现， 湖南省财政厅派驻的扶贫干部何洪武的手
机存了 20多个贫困户的电话号码，原来他几乎
每天都要与贫困户互动， 时时关注每家每户的
脱贫进展。 当走进大山深处的南坑、鹿石、大黄
村， 看到困难群众住的是土坯房、 吃的是咸腌
菜，何洪武就自掏腰包接济，有时翻山越岭走访
贫困户，也坚持要背一袋米或拎一瓶油，目的就
是让贫困群众熬过一段苦涩的日子。

扶贫干部们走遍了平江的山山水水，每到
一处，就如一股股幸福的暖流，不断流进村民
的心田，滋润着那片贫瘠干涸的热土。

踏遍青山，尽湿衣冠
“刚来平江时，我连平江话都听不太懂。 ”

2018 年 2 月才来到平江的邢朝虹告诉笔者。
然而， 短短几个月内， 她实地走访了 24 个乡
镇、107 个行政村。 在谈起各乡镇的扶贫情况
时，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俨然一个地地道道
的平江人。

躬身调研，急民所急。 扶贫工作队认为，要
想脱贫致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 他们对
标脱贫考核指标，通过实地踏查，调度行业部门
以及邀请部省行业主管部门调研等方式， 掌握
全县交通、饮水、电信等基础设施发展状况。

邢朝虹来到最偏远的贫困村—金星村，奋
力寻找“穷根”，督导制订了村出列方案和帮扶

措施， 逐项解决影响脱贫致富的“老大难”问
题———道路、水利、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曾经，平江山区人民饱受 4G 网络信号覆
盖不足的困扰，“以前，一到山里，电话都打不
了。”虹桥镇村民何更生告诉笔者。邢朝虹获悉
后，带领扶贫工作队，积极对接了解政策，推动
了县域 59个电信基站纳入国家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范围。如今，再偏远的平江山地，老百姓也
能享受到顺畅的网络信号。“朝虹、杨宇、斌樑
和洪武同志为平江人民又干了一件大好事、大
实事。应该在平江扶贫史上再记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平江县县长黄伟雄说。

有些路，是用距离来衡量的；而有些路，却
是用时间来铺展的。 贫穷与富裕，或许只有一
座山的距离，或者仅是一条路的差距。 笔者来
到加义镇丽江村，见到这里公路畅通、村容整
洁，好一派美丽乡村的场景。 当地村民告诉笔
者，这与书记刘斌樑的努力分不开。

2017 年 7 月，刘斌樑初到丽江村时，这里
完全是另一番景况———道路崎岖、水渠堵塞，村
民精神面貌萎靡……刘斌樑到来后， 和丽江村
干部筹措了 300多万元资金， 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山村气象焕然一新。

“学校原来的教学楼为砖木结构，2016 年
经房产部门鉴定为 C级危房；校园占地面积不
足，师生活动空间狭窄；学校没有图书室、阅览
室和多媒体教室等配套设施。 学校附近的 80
多名学生只能前往较远的其他小学就读……”
喻杰小学校长杨定军向笔者描述了“喻杰小
学”原貌。

扶贫干部到来后，情况迅速得到改观。 在
邢朝虹的督促下，新建的喻杰小学标准化教学
楼、音乐室、美术室、实验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教学楼建好之后，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回流。“孩
子能在自家门口接受好的教育，我们做家长的
很满意！ ”村民李小波欣喜说道。

道路宽了，学校新了，水电齐了，网络通了
……基础设施逐渐齐备，人们在脱贫致富的路上
开始奔驰起来。饱受贫穷之苦的老区人们的脸上
逐渐露出了笑容，扶贫大使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不拔穷根，立誓不还
迎着冬日暖阳，我们登上加义镇丽江村的

梯田山，看到了一片经冬犹绿的田地。“这片梯
田荒了 20多年，但扶贫干部们来了后，这里就
变成了药材基地。 ”该村横圳组组长陈冰指着
一块百合田告诉笔者。

邢朝虹说：“通过调研新型农村、 农庄、合
作社、工业园、工业企业、旅游项目以及到临县
浏阳市走访取经等方式，我们在对比中，全面
审视平江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情况。 ”

如何让村民真脱贫， 彻底拔出贫穷的根
子？邢朝虹认为必须变“输血”扶贫为“造血”扶
贫，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扶贫工作队结合平江县休闲食品、 茶油、
茶叶、中药材、全域旅游等比较优势产业，围绕
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 积极予以助力。
他们落地上级支持政策，在面筋食品国家标准
制定中， 帮助平江食品行业诉求得到充分反

馈；协助争取到部、厅支持政策。
工作队助力引入碧桂园整县帮扶项目，协

助县委、县政府参与碧桂园协商谈判，成功进
入 9省 14县整县帮扶名单， 也是湖南唯一入
选县。目前，碧桂园已在平江开办 4家“凤凰优
选”超市；开办凤集微店专售平江产品，已接订
单数十万元；已在加义镇泊头村落地花卉苗木
基地，第一期发展 106 亩，总投资 500 万元，
带动周边就业近 100人次。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这么多钱，今后的日

子有了盼头。 ”贫困户吴为坤高兴地告诉笔者，
在合作社务工不到 2 个月， 他就拿到了 6000
元工资。“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大使们让村
民的脱贫致富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加义镇党
委书记张生才说。

农业产业之花开遍平江大地。杨宇的联系
点鹿石村，是平江的深度贫困村。一到当地，杨
宇就深入调研， 他发现鹿石村基本没有产业，
于是， 他和平江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一道，研
究扶贫措施，帮助该村发展光伏、猕猴桃、酿酒
等产业。 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村民顺利脱贫致
富，2017年该村成功实现脱贫出列。

作为湖南省财政厅派往平江扶贫的干部，
何洪武同样殚精竭虑。 2018年春天，笔者曾来
到平江，那时，从湘赣边界的大黄村到五角山
上的鹿石村， 可以见到连片种植的猕猴桃、木
瓜、板栗青翠欲滴，投放了上万尾鱼苗的四美
水库波光粼粼， 计划年产 50 吨白酒的神山酒
业公司厂房正拔地而起……这些倾注了何洪
武心血和精力的产业扶贫项目，一派欣欣向荣
之象，它们打破了大山的落寞，点燃了村民致
富的梦想。

平江县比较有优势的产业有食品加工、茶
叶和茶油、中药材、全域旅游等，扶贫工作队来
到这里后，积极协助争取有关支持政策，进一
步促进了优势产业的强劲发展。 2018年，他们
还对接央视电影频道“脱贫攻坚战—星光行
动”，挖掘县域产业发展资源，面向全国着力推
广平江产业。“我老公和女儿还帮我购买推销
平江食品，他俩经常在朋友圈推介平江特产。 ”
邢朝虹笑着告诉我们。

“他们是平江扶贫开发的领路人、实干家。
从重大扶贫政策、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的协调
争取，到全县扶贫工作的督促推进，再到带头
领办扶贫村、结对帮扶贫困户，都亲力亲为、不
遗余力。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给予扶贫大使们
高度评价。

春风化雨，老区新颜。 2018 年，平江完成
地方生产总值 290.68 亿元， 公共财政收入
14.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3803元和 9481元。截至目前，全县 136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37285 户 132526 名贫困对象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948%，全面达到脱贫
摘帽标准。

巍巍青山见证了平江的沧桑巨变， 滔滔江
水传唱着每一位扶贫干部的深情大爱。 一批批
扶贫干部为平江的扶贫开发注入了强大力量，
在他们的帮助下， 平江的经济得到了一次又一
次的飞跃。 扶贫大使们一片丹心奉献老区，如一
缕缕清新之风，吹甜了老区人民的心，老区人民
心存感恩，把他们深深地镌刻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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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1 日 16 时 ,满
载 185 个集装箱的喧腾号班轮，缓

缓离开岳阳城陵矶新港码头 ，驶

向上海港。 2018 年，湖南城陵矶国

际港务集团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66.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6.8%。这一

年来，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

肩扛“引领江湖，助力崛起”使命，

认真贯彻落实岳阳市委、 市政府

决策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管

理、绿色发展，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快速增长， 也将湖南岳阳这座城

市、这片胜景、这方经济带出了内

陆、融入了世界。

党建引领打造“红色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
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
优势。 成立仅一年半时间的港务集团党委，认
真履行主职主责，坚持党建引领，打造企业改
革发展的“红色引擎”。

2018 年伊始， 港务集团党委专题研究党
建工作，出台了《2018 年党建工作要点》、《党
委班子成员基层党建工作“一岗双责”实施方
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支部建设工作
的通知》、《党组织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述职评议考核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党委班子
成员签订了基层党建工作“一岗双责”责任书，
真正做到党建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同研究、同
部署、同督促、同考核。

1月 30日，党委班子召开高质量民主生活
会，找差距、剖根源、谈打算。每季度 1次中心组
集体学习，每月 1次“巴陵名师讲堂”，党委班子
成员从不缺席。 党委把践行“一线工作法”作为

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岳红深
入基层公司 20多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耀
南基本上每周都要到码头检查指导生产， 班子
成员下基层调研 200余人次，解决各种生产经
营问题 158个，与员工交谈 300多人次。

党委把支部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基础性工
作来抓，通过标准化架构、常态化推进、精细化
服务、体系化运行、规范化建设，创造性地落实
支部“五化”建设要求。 今年来，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岳红 4 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活动，
并为党员上了 1次党课。“学雷锋、甘奉献、做榜
样”先锋护碧水，共促大保护“牢记初心使命，积
极创先争优”等活动，把“集团先锋”主题党员日
活动推向制度化、常态化。“我现在真切感受到
党员身份特别光荣， 为党旗争光的愿望也特别
强烈。 ”岳阳新港公司党员示范岗张云铱说。

内外兼修扮靓江湖名片

2018 年初，岳阳市“港口建设”大会战给
港务集团下达目标任务： 全年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65 万标箱， 其中岳阳城陵矶港完成 50
万标箱。

然而，市场波谲云诡、变幻莫测。受国家暂
时中止岳阳林纸进口废纸配额、岳阳林纸出口
成品纸转内销、广汽三菱汽车配件实现国产化
等多重因素影响，港务集团进口集装箱量刚性
减少。

挑战前所未有，压力前所未有。 港务集团
党委行政班子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召开会议反
复研判市场形势。

从年初开始，港务集团从高管到业务部门
负责人，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上门与
船代、货代公司及生产企业沟通对接，帮助他

们优化物流方案。对北粮南运、广东陶土、内蒙
古煤炭、湖南建材等业务，则采取“散改集”“陆
改水”模式，扩大货源，增加箱量。 该集团积极
实施“西进”战略，深入中远海、重庆港盛等公
司宣传城陵矶港的区位优势和优质服务，成功
开通了“渝—岳—沪”、“宜—荆—岳”水水中转
航线、“岳—沪”线。 7 月 26 日，港务集团在长
沙召开港航物流产业重点企业对接会， 与 13
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从 9 月份开始，“岳阳—上海”始发班轮由
原来的每周 5 班增至 13 班，增开了“岳阳—洋
山”始发班轮，每周三班；同时升级单船运力，
船均仓位数由以前的 280 标箱升级至 400 标
箱,最大船型达 816标箱。

“水水”中转战略，以岳阳城陵矶新港码头
为母港、环洞庭湖水系港口为喂给港，打造了
“穿梭巴士”航线，形成了“长—岳”天天班航
线、“衡—长”周二班航线、“常—岳”周二班航
线，湖南所有水运集装箱均在新港码头集并发
运， 确立了新港码头的湖南集装箱龙头地位，

打造了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转枢纽中心。港
务集团旗下长沙集星公司全面贯彻集团经营
战略，甘当幕后英雄，向城陵矶港提供快速高
效的“喂给”。 截至 12月 31日，集星公司 2018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6.3 万标箱， 为城陵矶
港突破 50万标箱提供了强力支撑。

随着停靠城陵矶港的班轮增加，如何让客
户“进得来，走得快”？ 港务集团断然决策：打造
长江最快最优港口，实行 30 天免堆存费，实行
5＋2服务通关、白＋黑全天候查验。 外集卡车
30分钟超时率控制在 5%以内。 城陵矶新港公
司更是开展“夺高产、创新高”劳动竞赛，每天
交接班时间由原来 1 小时压缩为 30 分钟，创
造了白班 710 自然箱、 晚班 886 自然箱、9 月
份 50487标箱的最高单班、单月生产记录。1—
12 月， 城陵矶新港公司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0.4万标箱，同比增长 19.4%。

绿色发展凸显使命担当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交通运输部岳阳港
绿色港口考核验收组组长李国一郑重宣布：
“岳阳港绿色港口项目建设通过验收。 ”

2015 年 7 月， 岳阳城陵矶港获批全国绿
色循环低碳港口试点，岳阳新港公司被确定为
绿色港口示范工程重点支撑项目建设实施主
体，承担绿色能源应用、绿色装备、节能工艺、
智慧港口、绿色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交
通能力建设等 7 个工程的 11 个项目。 在前两
年完成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项目、港区设备
电机变频调速及势能回收综合节能技术项目、
港区污水处理技术应用项目、港区绿化技术应
用项目的基础上，2018 年又投资 5000 多万
元，进一步完善绿色港口建设项目。

目前，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港口高效节
能灯应用、港口智能化运营信息系统应用、海铁
联运与肉类口岸推广、港区绿化、港区污水处理
改造、 港区设备电机变频调速及势能回收综合
节能技术、港口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应用、集装箱
防碰撞系统应用、港口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港口
机械节能操作法推广等项目均顺利完工， 投入
使用。 港口高效节能灯应用使场内照明电费下
降了 50%以上，港口污水经过水解酸化、接触氧
化等处理后达到了一级排放标准。

港务集团的担当不仅体现在认真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上，还体现在全面完成
岳阳市委、市政府部署的“脱贫攻坚”大会战任
务中。作为岳阳县月田镇月东村脱贫攻坚后盾
单位，2018 年，港务集团选派 1 名优秀党员脱
产驻村开展工作， 一次性拨付产业扶贫资金
50 万元， 帮助该村销售村办企业产品 4 万多
元，安排结对党员干部上门走访慰问 6次。

斗转星移，万物乾坤。 新时代、新使命、新
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乘着全面推进改革
开放的强劲东风，年轻的港务集团扬帆起航再
出发，加快航运物流发展，引领江湖向海洋，其
时已至，其势已成，其风正劲。

港务集团
机关党员走进
韶山，开展“不
忘初心使命 ，
积 极 创 先 争
优” 主题党日
活动。

生产繁忙的岳阳城陵矶新港码头。

提质改造后绿意盎然的岳阳城陵矶新港港区。

——— 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厅驻平江定点扶贫工作纪实

刘斌樑在泊头村带领群众
对村道进行修护。 李国军 摄

杨宇在平江县三墩乡鹿石小学看望
学生，了解营养餐执行情况。 向 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