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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移动互联时代，让“衣食住行”可以在“手
中”解决，同时推动着新一轮的产业变革。

连日来， 记者走访省内多家移动互联网
企业，他们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
联网+”、 智能制造、 军民融合等领域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正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智慧”、产业变得更智能，催生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

时空大数据，让生活更“智慧”
一秒钟能做什么？浩鲸科技的答案是：解

决交通拥堵。
道路拥堵已成为很多城市的通病， 交警

部门一般采用增派警力指挥、 人工临时调控

信号灯等方法缓解某个路口的拥堵。
浩鲸科技的城市交通大脑解决方案，通

过云计算技术快速计算出整个区域交通信号
灯调控的最优结果， 如这个路口的红灯延时
几秒钟， 对各个方向5公里范围、10公里范围
将产生什么影响，从而让每个人、每辆车节约
1至3秒钟，最终提升整个区域的通行效率。

荩荩（下转2版②）

产业变革发力“抢跑”
———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观察之三

岳麓峰会
———春天的邀约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简如婷）3月26日， 国家开发银行湖
南省分行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国
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贷款合同。国开行湖
南省分行为本项目提供贷款总额共15亿元，
期限24年， 利率水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当
天发放了首笔2亿元贷款。 这也是在湘金融
机构发放的首笔国家储备林专项贷款。

该项目的实施， 主要用于支持岳阳林
纸在省内8个市州44个区县103万亩优质
高效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 将大幅增加珍
贵树种用材林、大径材用材林、短轮伐林用
材林等优质林木资源，并通过林木采购、就
业安置、林权流转、定点帮扶等方式，为当
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创造增收途径， 帮助
实现尽早脱贫。 荩荩（下转2版①）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张玉洁 周楠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 如诗似画的湘
西风光，在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心痛”。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历史
上这里也“穷得让人心痛”。

长期以来，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与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歇。 湘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太久太热切。

2013年的深秋，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
苗寨， 沿着狭窄山路，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在苗家黑瓦木楼前的一块平地上，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
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
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要求当地闯出“不栽
盆景，不搭风景”“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
之路。

一场围绕脱贫攻坚难点， 按照精准扶
贫新思路，摆脱绝对贫困的新探索，在湘西
铺展开来……

一看湘西探索破解“产业之问”
走进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大姐

家，火塘上挂满了新熏的腊肉。穿着苗服的
她对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
忆犹新。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

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
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说。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子里，唯一的
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不仅
新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
门口摆起了小摊。

“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入都
近万元了。” 村里的变化让大姐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村里现在种植了猕猴桃， 又发
展了旅游，大家生活变好啦。盼望总书记再
回来看看！”

湘西一方山水虽美丽， 但长期以来却
难以养活一方百姓。 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
来源主要靠种养业和劳务输出， 由于缺乏
支柱产业，收入极不稳定。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
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
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
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为湘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湘西州扶贫办主任李卫国说， 湘西历
经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种植
蔬菜等产业，但走过的弯路不计其数，究其
原因，除了受到地理条件、市场对接等因素
制约外，也与过去产业扶贫工作的“粗放”
直接相关。

荩荩（下转3版）

武陵深处展新颜
———湘西贯彻精准扶贫理念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
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 同群
众共商脱贫之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
重要理念。5年多过去了，湘西这片曾“穷得
让人心痛的地方”，交出了扶贫攻坚的扎实
答卷：截至2018年底，全州1110个贫困村已
累计出列874个 ，66万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55.4万。来之不易的成绩，凝聚着广大干部
群众的艰辛奋斗， 生动诠释了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为我
们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深刻启示。

拔穷根，关键在精准发力。湘西历经多
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种植蔬菜
等产业，但效果都不明显。“知标本者，万举
万当”。脱贫攻坚，大水漫灌不行，“手榴弹
炸跳蚤”也不行，非得下“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的精准功夫不可。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引
下，湘西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靶向治疗、
对症下药，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才能找到脱贫致富之路。如今的十
八洞村 ，旅游 、特色种植 、养殖 、苗绣等产
业，撑起一方发展的四梁八柱，使曾经出了
名的“穷疙瘩”变成欣欣向荣的“幸福村”。
这是湘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个缩影。
“精准”，让乡亲们尝到了甜头，更给脱贫带
来攻坚克难的“利器”。

治穷病，也得治“心病”，做好“精神脱
贫”的工作。一时穷，不可怕；志气短，一世
穷。脱贫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能奋斗，就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引导贫困大龄青年主动
“脱懒”、通过努力实现“脱单”，扶贫工作队
开设道德讲堂系列活动鼓舞群众干劲……
从湘西的实践来看，扶贫一旦同扶志、扶智
有机结合起来， 广大群众中蕴藏的磅礴内
生动力就将喷薄而出， 为脱贫攻坚注入源
源不竭的推动力。

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 让群众过上越
来越好的日子，更要学会“走一步看三步”，
以长远眼光想问题办事情。“小富即安”不
可取，目光短浅要不得。筑牢脱贫根基，拓
宽致富门路， 是需要持续考虑和谋划的重
要课题。以教育扶贫为抓手，从源头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以“十项工程”为重点，补上基
础设施的短板； 以人才建设为关键， 打造
“永不离开的工作队”；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 为未来发展留下绿水青山……一系
列打基础、 利长远的举措正在湘西落地生
根，为未来发展种下希望的根苗。

春天的大地，一片生机勃勃。从湘西看
全国，脱贫攻坚战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坚定
必胜信心，念好“精准”真经，脚踏实地干下
去，我们就一定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让父老乡亲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长沙3月30日电）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阳春三月，生机勃发。在脱贫攻坚进入

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省工商业联合会、省扶贫
开发办公室、 省妇女联合会面向我省深度
贫困地区和特困户开展的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 真诚期待您的响
应、参与和支持。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离不开党委
政府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贫困群众的自强
自立， 也离不开全社会爱心人士的善行义
举。弘扬扶贫济困、邻里相帮 、守望相助的
传统美德，您关注的目光 、亲切的问候 、扶
助的善举， 将让贫困乡亲获得更多前行的

力量、改变的勇气，感受更多社会的温暖和
春的希望。

在此，我们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
在守望相助上使力 。 倡导乡亲帮乡

亲 、乡邻帮乡邻 、先富帮后富 ，从身边做
起 、从小事做起 、从你我做起 ，把关爱投
向贫困家庭 ，让远亲不再远 ，让近邻更加
亲 。

在慷慨捐赠上使力。 倡导踊跃参与扶
贫募捐、爱心扶贫，把富余衣物、家具、电器
捐送到贫困户家中，以小善积厚德，以小爱
显真情。

在扶智扶志上使力。 倡导为贫困户授
一门好技能、 送一个好项目、 教一种好方

法，发挥榜样示范、思想开导和精神激励的
作用，让贫困乡亲增强摆脱贫困的手段、信
心和斗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不能少 ；共
同富裕路上 ，一个不能掉队 。”让我们伸援
助之手、献大爱之心 、兴友善之举 ，帮助贫
困乡亲拨亮生活之灯、照亮前行之路，共同
拥抱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

2019年3月28日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倡议书

“湘西答卷”的深刻启示

� � � � 3月30日，隆回县六都寨镇大东山，山间盛开了野樱花。近日，
该县大东山百余亩野樱花陆续盛开，美不胜收。 曾勇 摄山花灿烂

全省首笔2亿元国家储备林专项贷款发放

支持8个市州103万亩储备林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振华 曹少海

春暖花开，捷报频传。继罗霄山片区郴州
桂东县去年通过国检脱贫摘帽后， 宜章、汝
城、安仁3县也成为2018年全省第一批脱贫摘
帽县，3县群众对脱贫攻坚的满意度均在98%
左右。

自从2013年1月国家吹响罗霄山片区扶
贫攻坚号角后，特别是实施精准扶贫以来，罗
霄山片区郴州4县已有27.2万贫困群众脱贫。

“罗霄山片区4县是郴州市脱贫攻坚的

‘硬骨头’。”郴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啃下
这个“硬骨头”后，标志着郴州脱贫攻坚取得
了决定性胜利。

尽锐出战，扶贫一线“论英雄”
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是“湘南起义”、竖起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等革命策源
地，属革命老区。4县面积、人口约占全市的三
分之一，经济总量仅占全市的14%，因受历史、
地理等因素制约，发展滞后，其贫困人口占全
市的61.8%。

“4个县都位于边境交界处、少数民族聚

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深。是扶贫
攻坚最难啃的骨头。” 郴州市委负责人介绍，
得益于国家实施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规划，郴州桂东等4县跻身国家扶贫开发
主战场。

为了确保4县如期脱贫，郴州强化市县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建立完善
脱贫责任体系和工作体系。 领导力量向一线
集结、帮扶力量向一线下沉、乡镇力量向一线
坚守、驻村力量向一线驻扎、工作重心向一线
聚焦，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的扶贫责任。

荩荩（下转4版①）

啃下“硬骨头”
———写在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全面脱贫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肖洋桂
通讯员 李飞 蔡政

“文爹走了！”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从
石门县白云镇鹤山村搬迁到楚江镇新星社区
的文香媚在亲戚家拉家常， 听到这个消息一
下怔住了，泪水从眼眶掉下来。她连忙带上13
岁的女儿文钰，冒着寒风，骑摩托车往40公里
外的文非家里赶，去送这位89岁老人、女儿的

恩人最后一程。
2月15日，在文非的葬礼上，有200多个闻

讯从北京、上海、东莞、长沙等地赶回来的年
轻人，一个个跪在老人灵柩前泪流满面。

一位高龄老人过世，人们何以这样悲伤？
文非老人所在的白云镇鹤山村党总支书记龚
振泽说：“文爹舍得身家，几十年呕心沥血，为
山区贫困家庭孩子奔走，很多人感激他，舍不
得他走。”

“就是讨饭，也要给山区贫困
孩子争一个读书的机会”

文非曾参加抗美援朝，浴血奋战，多次立
功受奖。1952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后，他放弃
城市舒适的工作，毅然回到故乡石门，当起了

“孩子王”。 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38年， 直到
1990年从望羊桥乡（后与白云桥乡合并为白
云镇）联校退休。 荩荩（下转4版②）

爱满助学路
———追记退休教师文非25年关爱山区贫困孩子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静 石也）3月29日，湖南黄金集
团入驻长沙市经开区， 全力推进集团100
吨黄金精深加工项目建设， 通过提升产业
集聚度， 引进一批黄金、 珠宝加工企业进
驻，共同打造湖南黄金珠宝产业园，形成一
个新的千亿产业集群。

这次入驻长沙市经开区的包括湖南黄
金集团总部及长沙市内11家子公司。2006
年，我省通过整合辰州矿业、黄金洞矿业、
新龙矿业3家百年矿山企业，成立湖南黄金
集团，担负起湖南黄金工业发展重任，成为
湖南黄金有色领军企业。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黄金推进100吨黄金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湖南黄金珠宝产业园呼之欲出

湖南日报评论员

这几天，“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
小康”的倡议活动，成为网上网下关注的热
点，一些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已开
始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心大合唱。
可以说，三湘大地上，一场新的公益扶贫行
动已经蓄势待发。

如何把善事办好 ，把好事办实 ，让贫
困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考验着活动
的发起 、组织单位 ，也考验着社会各界人
士 。

把活动原则确定好， 把活动方案设计
好，把活动平台搭建好，是搞好“户帮户亲
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的基础工程 。据了
解， 活动的几家联合发起单位已经制定完
善周密的行动方案，即将下发各地，并以答
记者问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场活动
基于自愿的原则，但要实现“积薄而为厚 、

聚小而为多 ”， 需要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
视、有效组织，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 ，让更
多的人主动参与进来。“天边不如身边 ，道
理不如故事”，传播身边的好故事 ，让每一
个爱心善举的正能量影响 、 感染更多的
人，就能充分调动起广大湖湘儿女扶贫济
困的积极性 ，形成你追我赶 、各展所长的
帮扶局面。

调动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需要见
微知著的实功，更需要持之以恒的韧劲。这
场活动为期两年，时间跨度长、牵涉面广 ，
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常设机构， 形成长效机
制，把方案一项一项落实，事情一件一件办
好，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从收集帮扶对象名
册，到引导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帮扶，到追踪
报道先进典型， 再到组织观摩、 经验交流
等， 只有将勤勉用心体现于工作的每个环
节，才能用两年时间换回一份美好未来，才
不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前热后冷”“虎
头蛇尾”等尴尬。

乐善好施者或许并不期待相应的回
报 ，但制度设计却应当做到 “让好人有好
报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让积极参与
社会扶贫的各类主体政治上有荣誉 、社
会上受尊重很有必要 。例如 ，对贡献突出
的企业或企业家 ， 相关扶贫项目可根据
其意愿予以冠名 ； 对帮扶成果显著的单
位 、团体或个人 ，可以在各类文明考核 、
评比表彰中获得加分 、优先考虑 ，让善意
受到善待 。

心连心 、手拉手 ，户帮户 、亲帮亲 ，是
一场旨在动员起全社会力量参与的 “爱
心众筹 ”。 要建立起完善的保障机制 ，杜
绝爱心传递上的 “跑冒滴漏 ”。只有确保
每一份爱意都能真正抵达贫困乡亲的内
心 ，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进而调
动起他们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 才算是真
正帮到点子上 ，助到关键处 ，真正为实现
脱贫奔小康的宏大目标做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 。

把善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