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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8月9日，农村“双抢”早已结束，新
化县琅塘镇龙通村仍然一派忙碌，有
人在装运合作社出栏的牛羊， 有人在
采摘水果基地里的水果， 有人在池塘
里张网捕鱼……

龙通村地处新化县西北角， 曾是
省级贫困村。 随着娄底市脱贫攻坚不
断推向深入， 龙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产业旺了、村子美了、村民富
了，整村实现脱贫出列。

曾因扶贫工作中存在问题而被
“约谈”过的娄底市，近年来充分发挥
各方面力量， 苦干加巧干， 找问题开
“方子”，加快脱贫攻坚，打了一场漂亮
的“翻身仗”。到去年底，全市共有46万
余人脱贫，397个贫困村出列， 双峰县
实现整县脱贫摘帽。今年，全市力争脱
贫7.8万人， 剩余101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涟源、新化整体脱贫。

聚焦产业
娄底市所辖5个县市区中，新化为

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双峰、涟源为省级
贫困县（市），脱贫任务繁重。

脱贫攻坚，成在产业。近年来，娄
底紧扣产业扶贫主线，围绕“户户有增
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目标，立足
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不断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
展产业扶贫路径， 促进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

重点打造特色支柱产业。 根据贫
困人口种养习惯和产业发展意愿，娄
底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度较高
的区域特色产业， 已集中力量培育出
茶叶、蔬菜、柑橘、肉牛等5大支柱产
业，特色水果、辣椒、油菜等8大特色产
业。

大力引导乡村旅游开发。 娄底共
有298个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
重点村， 已先后引进投资者开发数十
条旅游线路、24个旅游项目， 惠及2万
余名贫困群众。

引导本地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触
电”。 娄底积极探索农产品线上销售，
逐步形成了“电商平台（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网店” 的电商扶贫生态链，
培育出农村网店2643个， 去年农产品
线上销售额达7.85亿元， 累计受益贫
困群众8.8万余名。

扶贫扶志
人穷志不穷， 脱贫靠自身。 近年

来，娄底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出台“在贫困群众中倡导开展自强自
立行动的意见”，大力开展“五治”（治
惰、治懒、治脏、治赌、治愚）行动。从

“要我干”到“我要干”，越来越多的群
众内生动力被激活， 成为脱贫战场上
的主力军。

娄底娄星区双江乡村民廖爱分因
残致贫， 他不等不靠， 带着乡邻做电
商、跑快递，不但自己脱贫致富，还带
动周边一批贫困户脱了贫。 冷水江市

三尖镇六二村贫困村民刘助贵勤勤恳
恳养殖猪牛羊，成了村里致富能手。新
化县圳上镇永胜村方友兰带着患病的
儿女辛勤劳作，不仅脱了贫，还翻新旧
房建新房……

去年， 娄底涌现出自强自立先进
个人29人、“自主脱贫模范”近300人。

娄底各地还将“自强自立”列入村
规民约， 在贫困户中评选表彰勤劳致
富、勤俭持家、移风易俗等模范，起到
了很好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
约束、自我激励”作用。

力除“病根”
没有健康的身体， 脱贫就是一句

空话。目前，娄底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因病致贫返贫的有1.9万户4.9万人，因
病致贫返贫率（按户计算）达51.16%。
因病致贫返贫， 是全市脱贫攻坚难啃
的“硬骨头”。

近年来，为了让贫困群众“看得上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娄底市采取
全科医生驻村、公共卫生提质、出生缺
陷防控、行业资源整合4种模式，建立
起强有力的健康扶贫工作体系， 基本
建成了以基层治疗为主体的医疗体
系。

“现在市区里的大医院派人进村，
免费为我们进行体检、义诊。”不久前，
一辆车身写有“医联快车”的大巴驶入
涟源市七星街镇同心村， 为贫困村民
免费进行健康体检， 村里第一次体检
的94岁老人黄翠英高兴不已。“健康快

车”进村入户，是娄底大力促进健康扶
贫深度覆盖的举措之一。

据介绍，娄底已全面落实“先诊疗
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筑牢因病致
贫防护网， 贫困群众住院治疗实际报
销比例达到85%以上， 大量因病致贫
返贫群众及时获得治疗。

合力攻坚
娄底脱贫“良方”中，还有一味至

关重要的“药材”。近年来，该市凝聚社
会力量，大力实施“娄商返娄”战略，采
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入股分红、劳力
就业”等多种模式，引导娄商参与脱贫
攻坚。

在双峰县印塘乡， 非公企业招通
农业开发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 建立
1060亩“稻-渔-葵”综合种养产业园，
与村里签订合作协议， 引导近1000人
就业，帮扶贫困户56户158人。

在涟源市，湖南德泰、美厚科技等
公司把“扶贫车间”开到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小区，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难题。目
前，该市已建成特色扶贫车间15个，安
排600余名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去年， 娄底深入实施统一战线聚
力脱贫攻坚“115”计划，重点组织157
家民营企业与193个村结对帮扶。“春
风行动”“雨露计划”“金秋助学”“万企
帮万村”……娄底不断深化社会动员，
汇成强大合力，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加
快进行。

找问题开“方子”
———娄底市“对症下药”促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杨锦芳

8月11日，旭日东升，枕着浙水河
入睡的汝城县泉水镇从睡梦中醒来。
小镇的早晨一派祥和， 许多乡亲从家
里走出，到辣椒地里忙碌起来，除草浇
水摘辣椒。

泉水镇的田野里、坡地上，种着一
畦畦辣椒。这里山清水秀，昼夜温差大，
土壤肥沃，种出的辣椒品质好、风味独
特，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年，全镇辣椒种
植面积达6000余亩。前不久，在我省评
出的首批10个农业特色小镇中，汝城县
辣椒小镇（泉水镇）榜上有名。

扩规模增效益
泉水镇素有种植辣椒的传统，但

此前由于资金不足、销路不畅等原因，
种植规模不大，经济效益不明显。

泉水镇镇长袁会卿介绍，近年来，
镇里因地制宜发展辣椒产业， 使之成
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从育苗、
生产到加工、销售等，建立起一条龙服
务机制。县里也出台扶持政策，对集中
连片种植辣椒200亩以上的示范基地，
每亩给予200元至800元不等奖励；投
资对辣椒产业发展核心区的道路、排
灌水渠等进行修缮。

为做大做强辣椒产业， 泉水镇还
与县里引进的繁华食品、 鑫利食品等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合作，
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模
式，带领乡亲们种植辣椒。

“我们与鑫利食品合作， 在秀岭
村、胜利村、华塘村等村，建立了1300
多亩辣椒种植基地。”泉水镇卓越辣椒
合作社理事长胡宝松说， 合作社按照
企业订单制订种植计划， 并为种植户

提供翻耕、种苗、病虫害防治等服务。
企业以保底价进行收购， 让乡亲们没
有后顾之忧。

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 泉水镇辣
椒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经济效益逐年
提升。去年，全镇种植辣椒5560亩，总
产值达5000万元以上。今年，产值预计
逾6000万元。

深加工创品牌
走进繁华食品有限公司， 见一辆

辆装满辣椒的大挂车整齐排列， 等待
卸货。这些辣椒，不少产自泉水镇。

公司车间里，摆放着泡椒、剁椒、
辣椒酱等产品， 一股辣香扑面而来，令
人神清气爽。公司总经理朱树清在车间
来回巡查，不时停下与工人交流。

“泉水镇产的朝天椒，红色素、辣椒
素、脂肪酸等含量高，色泽鲜亮、香味浓
厚，我们以其为原料进行深加工，生产

‘湘汝’ 牌辣椒制品， 畅销全国26个省
份。”朱树清高兴地告诉记者。

在鑫利食品有限公司， 也是一派
火热的生产场景。 公司董事长朱利红
介绍， 他们投资引进两条智能化干辣
椒微波烘干生产线， 实现朝天椒原生
态、无公害烘干。为保障产品质量，鑫
利食品与卓越辣椒合作社合作， 在泉
水镇建立了生产基地。公司还与“御厨
香”“康师傅”“老干妈” 等大型企业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所产“汝之辣”牌
辣椒制品十分走俏， 去年实现销售收
入1.2亿元。

种辣椒奔富路
小辣椒种出大产业。如今，泉水镇

已建成风景如画的辣椒示范基地6个，
引来众多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还吸引
不少游客来休闲观光。 全镇辣椒产业

从业人员达8000余人。通过种辣椒，许
多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辣椒种植户陈进祥原先是泉水镇
榇水村的贫困户，一家人住在半山腰，
交通不便，生活困难。2016年底，陈进
祥一家在当地党委、 政府帮助下，搬
迁到了镇上集中安置点。尽管居住条
件好了，但安置点没有土地，靠什么
生活？

就在陈进祥犯愁时， 帮扶责任人
鼓励他加入合作社种辣椒。2017年，陈
进祥在离住地不远的岭水村租了6亩
地种辣椒，年收入3万多元，顺利摘掉
了贫困帽。 今年， 陈进祥种辣椒20多
亩，预计收入可达10多万元。

南水村的宋宽兴则是通过种植辣
椒致富的。宋宽兴先前搞过装修、开过
矿，前几年才开始种辣椒。善于经营的
宋宽兴带头成立福阳农民专业合作
社，购买农机具，流转200多亩土地种
辣椒，在自己致富的同时，还带动10多
户乡亲增收。

■相关链接

汝城县辣椒小镇
泉水镇位于汝城县西南部， 距县

城14公里，106国道紧邻镇区，武深高
速公路穿境而过。 近年来， 该镇以梓
水、正水等8个村为核心区，辐射带动
旱塘、城郭等7个村，大力发展辣椒产
业，今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达6000余
亩。

泉水镇还举办 “辣椒文化节”，开
展“辣椒大王”评选等活动 ，打造品质
优、市场好、名气响的汝城辣椒公用区
域品牌。同时，与大型企业合作发展加
工业，建设辣椒观光基地发展旅游业，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来自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的报道

小辣椒种出大产业
———汝城县辣椒小镇泉水镇见闻

�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婉卿 罗志
强）“多亏县人民检察院对我作
出不起诉的决定。”8月12日，衡
阳县润宇养猪专业合作社法人
代表李某，对回访的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说，“不然，养猪场就垮
了!”

据介绍，去年11月，李某被
该县森林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移送审查起诉至衡
阳县人民检察院。

事情是这样的。李某原本计
划在老家金溪镇建养殖场，后通
过三湖镇政府招商引资，于
2011年12月来到三湖镇新阳村
王坳组，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
赁合同，投资近千万元筹办衡阳
县润宇养猪专业合作社。

2013年至2018年间， 李某
挖掉该地段的杂草灌木， 修建
14栋养殖场及办公场地等基础
设施。经县林业部门鉴定，案发
时， 猪场占用林地总面积17.6
亩， 所占用林地为灌木林地。经
林业部门核实， 该地段2008年
已划定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为坚决防止“办了案子、垮
了厂子”的现象出现，衡阳县人
民检察院接到案件后，仔细审阅
案卷， 多次实地走访调查该猪
场。 该养猪场投资近千万元，年
出栏20000头商品猪。李某事先
对该地段属于国家公益生态林
并不知情，且在案发前，他已向
衡阳县林业局缴纳植被恢复费
57000元， 并向县国土资源局
提交规划养殖用地备案报批资
料，现相关手续正在补办中，其
占用农用地的行为系先占后
批。同时，承办检察官查实李某
在养猪场建设过程中向县环保
局提交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县环保局批复同意该项
目的建设。

衡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李
某的行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主动认罪、
悔罪，积极补办相关手续。若对
李某进行刑事处罚，或将对养猪
场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挫伤民
营企业家的信心。今年2月，衡阳
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作出
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集训迎开学
8月12日， 南华大学民兵预备役学

生在进行军训。近日，该校200余名考上
了“四会”教练员证的民兵预备役大学
生提前返校开展集训，备战2019级大学
新生的军训教练工作。

曹正平 汪先利 摄影报道

防止“办了案子、垮了厂子”
衡阳县检察院对一规模养猪场不予起诉

省社科联召开专题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彭艺 通讯员 易冰莎）省社科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座谈
会，今天在长沙召开。

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学者
刘建武、刘茂松、唐宇文、胡远
志、田银华、冷志明、陈文胜、李
爱年、邓联繁等，紧密结合湖南
实际， 围绕领会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 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湖
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提出了
许多好的建议。专家认为，湖南
要发挥新经济地理方面的五大
优势，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中将以往的“过道效应”
转化为“集聚效应”；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巩固“三去
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
活力、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四个方面着
力； 推进湖南农业现代化的主
线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是要以质量效益为导向，
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产
模式；“守护好一江碧水” 要做
好水保护法律体系、 建立统一
的综合性监管机构、 探究专门
化司法机制、 营造全民守法氛
围。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宋智富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