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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向民贵 符云锦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9月中旬，记者驱车来到泸溪县浦市镇长
坪村， 但见红绿相间的辣椒地里一片繁忙景
象，20名村民正在采摘红彤彤的长条辣椒，辣
椒的清香扑鼻而来，另外5名村民则把一筐子
辣椒往车上装。

长坪村系省扶贫办定点扶贫村。 省扶贫
办围绕“精准”做活产业扶贫文章，大力发展
辣椒特色产业， 以湘锦农业科技发展公司为
龙头，打造直销直供蔬菜种植示范基地，走出
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精准脱贫之路———通
过省州实地考核验收， 村贫困发生率由2014
年的21.2%下降到2018年年底的1.3%。

选准产业项目
长坪村村民居住比较分散，7个村民小组

分为12个自然寨，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种辣椒的
习惯，全村有705户、3120人，曾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185户、659人。省扶贫办工作队驻村后，按
照“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发展思路，把辣椒
产业项目作为精准扶贫主打产业来抓。

全村贫困户全部参与发展辣椒产业，辣
椒产业种植规模达895亩，其中贫困户辣椒种
植面积662亩，占村种植总面积74%。

省扶贫办先后4次聘请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的辣椒研究专家， 与湖南蔬菜研究所辣
椒课题组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为贫困户传授
辣椒种植实用技术，全程提供技术服务。

通过省扶贫办牵线搭桥， 长坪村与长沙
海吉星等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内的5家蔬菜
配送企业，签订蔬菜产品直供生产订单合同，
形成一条蔬菜产品直供直销的产业链， 助推
长坪村及其周边村种植的辣椒, 一道走出大
山、进入省会市场。

选准带动企业
省扶贫办驻村工作队与长坪村村支两委

研究确定，把带动力强的湘锦科技发展公司，
作为引领辣椒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湘锦公司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宜
种则种”原则，在该村打造了100多亩小工棚
避雨栽培春提早辣椒、 秋延辣椒种植示范基
地，建成避雨小拱棚587个，第一批辣椒比普
通辣椒提前45天左右上市销售， 亩产达1500
多公斤，亩产值突破10000多元。

湘锦公司按照每亩每年600元的标准，在
村里流转土地233亩，推进辣椒产业集中连片
基地建设。 如贫困户刘家齐，通过湘锦公司带
动发展辣椒产业，种植辣椒8亩，每年采收辣
椒1万多公斤，家庭人均增收3000多元，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

公司还为贫困村民的辣椒产品购买保

险，建档立卡贫困村民100%参加“深贫保”，
解决了贫困群众后顾之忧； 公司实行保底价
收购，按亩产量1500公斤测算，青椒两块钱一
公斤、红椒三块钱一公斤的标准保底价收购，
亩产增加部分， 增量部分收购价可上浮至
15%，有效防范了辣椒产业相关风险。

利益精准联结
省扶贫办引导湘锦公司与全村贫困户签

订辣椒产业帮扶协议， 建立精准的利益联结
机制，贫困户利益联结率达100%。

直接帮扶模式显活力， 对176户贫困户，
按照人均1000元的标准将扶贫资金投入到公
司，由公司拿出80%直接帮扶贫困户发展辣椒
产业、20%用于支持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并
按照574元一亩的标准， 统一免费发放种苗、
地膜、肥料等农资。

委托帮扶模式添动力，对缺劳力没有发展
产业条件的9户20名贫困村民， 投入扶贫资金
1.2万元， 按照人均600元标准， 把扶贫资金
投入到公司入股用于发展辣椒产业， 以人均
750元的固定标准分红。 90后贫困户李静， 年
轻又肯干， 但缺乏资金， 他在公司集中连片
基地认领30亩土地种植辣椒， 还担任第3片区
辣椒产业经济人，每年种植辣椒收入9万多元，
并享受片区经济人分红1.7万元，从而走出了贫
困。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伍志刚）耒阳市水东江街道办事
处鹿峰社区新引进的制衣厂近日开工，44名
易地搬迁户成工厂首批员工。“我们都是周边
十几个村过来的， 没想到新家不仅住得安心，
我们还有新工作，太好了！”贫困户梁育文笑呵
呵地说。

易地扶贫搬迁是“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
程之一。“搬得出”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让贫困
户在新家园里“有事做”“稳得住”“能致富”。为
此， 耒阳市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规划
时，就充分考虑搬迁户就业问题，坚持“四靠

近”，即靠近城区集镇、靠近旅游景区、靠近产
业集中区，靠近公共配套完善区，将集中安置
点落址在水、电、路、讯和环卫等设施设备齐
全，周边学校、医院、市场等公共服务临近的场
所。 大义镇大义圩村安置点是耒阳市2018年
度唯一的购房安置点，位于镇中心，安置房一
楼均为农贸市场门面，该镇让一部分有经营能
力的搬迁贫困户免租自主经营，并设置一定数
量的保洁等公益性安置岗位， 帮助大家尽快
“扎根”新家。

该市结合当地优势产业， 引导搬迁户加
入旅游、 油茶等市场前景好、 附加值高的特

色产业。 对有劳动能力的， 则依托“雨露”
计划、 阳光培训工程、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
免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自身“造血”
功能； 无劳动力的贫困群众， 则以扶贫资金
入股帮扶企业， 享受稳定的帮扶分红。 今年8
月， 黄市镇的10余名搬迁户， 经培训后就在
当地一家竹制品加工厂上班， 实现有稳定收
入。

截至去年底， 耒阳市已让1468户共4783
名贫困户搬迁住进新房， 累计脱贫1032户
3640人，占易地搬迁户总人数七成以上。 预计
今年底，脱贫人数可超九成。

围绕“精准”做活扶贫文章
———省扶贫办泸溪县长坪村创新产业脱贫的实践

选址“四靠近” 帮扶强“造血”

耒阳“搬”出安居更乐业

唱侗歌 庆国庆
9月30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岩脚侗寨，侗族群众身着节日盛
装，弹起欢快的侗琵琶，唱响侗语
版《我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的
祝福。 刘杰华 刘媛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万成 郭海龙）9月28日上午， 常德市武陵区
300余名党员志愿者走上街头， 在市城区
31个主要路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文明交
通我劝导”，并与市民一起举行“我为祖国
送祝福”签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心
愿墙、“我和国旗合个影” 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

上午10时，记者在市城区主要路口看
到，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拿小国旗

的志愿者们，正热情、耐心地协助交警纠正
市民不文明交通行为， 引导市民遵守交通
安全法规， 为行动不便或问路行人提供帮
助，向来往的市民群众发放小国旗。

据了解， 武陵区27日结束为期一周的
主题教育读书班的集中学习，28日趁热打
铁，结合该区周末常态开展的“文明交通我
劝导”志愿服务活动，把“课堂”搬到街头，
和市民面对面。 40多名区级领导以一名普
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拉近了
与群众的距离。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唐璐 通讯员
易彬 ） 第28届莫斯科国际食品展9月27日
在俄罗斯莫斯科展馆落幕，湘茶、食用菌
等来自长沙的美食成为展会上的一道风
景。

在长沙13家企业组成的展位上，湘
茶、食用菌、秋木耳等产品很受客户欢迎，
吸引不少客商前来洽谈。 此外， 湖南金码
智能推出的一款智能零售食品售卖机，也

深受客户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 长沙参展
商此次共接待专业买家和普通客户650余
人，意向客户82家，意向签约金额超过330
万美元。

“长沙与俄罗斯食品贸易合作前景广
阔，此次长沙企业参展最大的特点是抱团
‘走出去’。 ” 长沙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为长沙对外经贸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做更大努力。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舒慧颖）“政府上门来为我做残疾鉴定，现
在又送证上门，实在太感谢了！ ”国庆节前
夕，长沙市望城区在全省率先开展的“评残
零距离”服务进入送证上门阶段，桥驿镇民
福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户焦汉华从村干部
手中接过残疾人证，激动得热泪盈眶。

今年7月， 望城区财政拨付专项经费，
由区残联牵头，会同区卫健局，协商区人民
医院、 长沙市第九医院和具有评残资质的
市级公立医院， 依托街镇残联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组成联合工作组，为辖区内14
个街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特困供
养人员提供免费上门评残服务。

“脱贫攻坚的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任何
一名残疾人！ ”望城区副区长易文龙介绍。
经过上门初步鉴定、医院专家会诊、评定残
疾等级、村社结果公示等流程，截至目前 ,
有409名残疾人已通过评定。 镇村工作人
员将在国庆节到来前陆续将残疾人证送上
门，方便他们依规享受“两项补贴”“一户多
残”和医保社保等惠残政策。

长沙美食亮相莫斯科国际食品展

武陵区把主题教育“课堂”搬到街头

望城区开展“评残零距离”服务
逾400名残疾人收到国庆节“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