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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刘勇
通讯员 刘从武 邓加亮

“金融扶贫目前已给1.07万户贫
困户发放了小额贷款。”11月6日，宜
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槐介绍，该
县的金融扶贫模式实现了贷得动、
用得好、收得回、可持续，破解了“给
穷人贷款”风险大的世界性难题。

5年来，宜章县通过创新实施小
额信贷、 健康扶贫、 社会扶贫“三
招”， 取得脱贫攻坚战阶段性胜利：
累计脱贫71244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18个百分点， 第三方评估显示群众
满意度98.16%；今年3月，省政府批
复脱贫摘帽，9月荣获2019年全国脱
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其先进经验在
全国推荐。

金融“贷”动3.6万群众
走上脱贫路，逾期贷款率为0

2015年5月，宜章县被列为湖南
省第二批金融扶贫推进县， 工作启
动半年多时间，全县总共才投放200
多万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
担心收不回“不敢贷”、贫困户担心
还不起“不愿贷”。

如何发挥金融扶贫的“贷”动功
能？ 该县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 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
平台， 自主开发扶贫小额信贷管理
系统及扶贫信贷风险防控办法，并
对每一名用贷户明确信贷管户员、
产业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电商销售
员“四大员”，一对一跟踪服务，一个

“员”解决一大类问题。
该县天塘镇肖均信、肖问兵等5

户贫困户先后申办扶贫小额信贷资
金19万元，通过“四员”的项目搭桥
和技术指导，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
养鹅规模逐年扩大，近3年实现利润

45万元； 常年吸纳19名贫困劳动力
就业， 每年带动贫困户工资性增收
58万元。

目前，宜章累计给1.07万户、3.6
万名贫困群众投放扶贫贷款4.39亿
元， 放贷总量和贫困户获贷率均居
全省首位。同时，撬动各类资金20多
亿元投入到脐橙、茶叶、油茶等优势
产业，助力贫困户脱贫。金融机构已
累计收回扶贫贷款3.3亿元， 逾期贷
款率为0。

“一站式 ”医疗结算 ，
贫困群众享健康扶贫

宜章县2016年初开始陆续实
施“一提两免三补四救助”、扶贫特
惠保、家庭医生签约等健康扶贫政
策， 但由于部分政策碎片化严重，
运行手续繁杂、成本高，导致政策
难落地、群众满意度低。为此，该县
依托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创新
搭建“一站式”结算平台，实行“一
揽子政策保障、 一张卡看病就医、
一站式即时结算、 一张单明示待
遇”，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该县一六镇水北岸村46岁的贫
困户李俊孝，7年前因身患冠心病等
多种疾病， 住院是常事。“以前报销
医药费得找医保、 民政、 保险等部
门，很不方便。”李俊孝说，县里推行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特别是家
庭医生的结对服务， 让他看病方便
多了，身体恢复也很好，如今已在广
东梅州市务工，月收入超过5000元。

据了解，目前,该县基本实现“小
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贫困群众
县域内就诊率达93.6%，县域内住院
实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85%以上，
每年受益贫困群众达4万多人次。

近 10 万 好 人 上 阵 ，
汇聚社会力量拔穷根

宜章县在积极放大中国社会扶
贫网平台作用的同时， 打造好人协
会这个自己的平台， 构建线上线下
社会力量齐心助力脱贫攻坚新格
局。

该县发挥宜章好人典型的作
用， 成立全国首个以好人命名的好
人协会组织， 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
盖，注册会员2万余名，带动汇聚近
10万人参与“好人军团”。县里引导
协会除对求助的弱势群体、 贫困家
庭给予支助外，还主动承担749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对接帮扶脱贫任
务。

宜章县好人协会会长谢运良
利用其创办的2家企业，建立“两
条扶贫生产线 ”等 ，帮助1万余人
脱贫，其中包括3088名残疾人。他
开创的“一条资产受益扶贫生产线，
带动百名残疾人跳出贫困线 ”的
做法，作为“扶贫车间”案例入选
湖南省“精准扶贫100例”。全国残
联主席张海迪亲切地叫他“暖心
大哥”，他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

在好人组织的带动下， 宜章社
会扶贫的乘数效应不断显现。如今，
该县有3500多名贫困户主动加入好
人协会。“好人帮穷人、穷人做好人”
现象蔚然成风！

11月初， 宜章县委书记王建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虽然宜章已
经实现脱贫摘帽， 但全县的扶贫工
作力度丝毫不减。 坚持高位推动不
放松，确保脱贫责任“压得实”；坚持
落实政策不走样，确保脱贫成效“稳
得住”；坚持聚焦问题不放过，确保
脱贫质量“过得硬”。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蒋廉东

还有10多天，脐橙就要采摘了。
漫山遍野的脐橙， 在秋日暖阳下金
光灿灿，又是一年好光景。

新宁县黄龙镇迎来了一年最热
闹的时候，采购商、游人纷纷前来，
品脐橙，赏美景，洽谈生意。

黄龙镇不到3万人，2万多人是
“脐橙人”，他们“吃脐橙饭”，依靠小
脐橙，成就大产业。前不久，新宁县
脐橙小镇黄龙镇被评为我省首批10
个农业特色小镇之一。

11月3日， 记者来到黄龙镇，闻
着脐橙香，听一段段致富故事。

家家户户吃上“脐橙饭”

记者行走在黄龙镇的山间，树
叶碧绿，橙果金黄，与脚下的夫夷江
山水相映。

黄龙镇镇长赵满红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品质， 全镇脐橙统一采摘
时间。

三星村村民李万民， 正在橙园
查看果子，做采摘前的准备。见到记
者一行前来，满脸笑容。

李万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本
人4级残疾，妻子2级智力残疾，上有
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女儿求学，家
庭极度困难。“3年前，在村支部的帮
助下，我新种了10亩脐橙。去年收获
17500多公斤脐橙，收入6万多元。今
年预计收获25000公斤， 可收入10
万元，将顺利脱贫。今年，我还建了
两层小洋楼呢！”

黄龙镇下辖17个行政村和1个居
委会，人口2.9万多人。从事脐橙产业
的人占全镇人口的69.8%， 超过2万

人。2018年，全镇脐橙种植面积8.4万
亩，年产量15万吨，产值5亿多元。

三星村党支部书记陈忠禄告诉
记者，三星村现在家家户户种脐橙，
无人外出打工， 年收入在10万元以
上的农户超过50%。

打造生态发展“金饭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
好才有“金饭碗”。

赵满红介绍，为了让“脐橙饭”
吃得更香，黄龙镇采取系列措施，对
脐橙产业发展进行调整， 走生态发
展之路，走“品质+品牌”之路。

全镇对脐橙种植进行统一规
划，即“山顶戴帽（保护生态环境）、
山腰栽树（脐橙）、山脚穿靴（防止水
土流失）”。

为提高脐橙品质， 防止脐橙出
现大小年现象， 黄龙镇与省农科院
合作，聘请市、县专家作为产业技术
顾问，进行品种改良，同时大力推广
大枝修剪，施有机肥，病虫害综合防
治等。今年10月，投资1000万元的有
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正式实施。

为了实现品牌化管理， 打造崀
山脐橙核心区，黄龙镇借助“崀山”
这块金字招牌，打响“崀山脐橙”品
牌，统一品牌包装出售。

老种植户李代军介绍：“以前为
了私利，部分农户提早采摘，把差果
当好果卖，损害了‘崀山脐橙’品牌形
象。”现在，镇里成立脐橙协会，发展
加工企业14家，实行“企业+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统一采摘时间、品牌、
包装，实现生产标准化、加工分级化、
仓储生态化、销售电商化。去年，黄
龙镇脐橙商品率、 加工率分别达到
92%、70.5%，价格从每公斤不到3元
涨到5元。

“崀山+脐橙”黄金组合成型

黄龙镇， 坐落于舜皇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脚下，夫夷江穿境而过，
距离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5A级
景区仅22公里。

黄龙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蒋廉东表
示：“我们自然资源优越， 崀山+脐橙、
美景+美食，将是黄龙镇发展的方向。”

目前， 黄龙镇正大力推进旅游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已修建脐橙果
园道路40公里，打造“万亩脐橙观光
园”示范片区。按照“百里脐橙连崀
山”规划，结合崀山丹霞之美，建设
游山玩水赏花品果精品旅游线路。

在黄龙镇老街， 棚户区改造如
火如荼。 改造项目充分融入脐橙元
素，挂脐橙灯、建脐橙长廊、立脐橙
牌楼，发展脐橙文化旅游。

黄龙镇沉水村， 正规划建设湖
南省脐橙特色休闲度假村，围绕“有
机脐橙、健康休闲、人文旅游”三大
主题，实现农旅结合。

11月20日， 第五届崀山脐橙文
化旅游节将举行， 崀山脐橙全网营
销、 崀山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
介等8大特色活动，将为“百里脐橙
连崀山”注入新的活力。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浏阳市柏加镇素以“百里花卉
走廊、万顷苗木基地”著称，花木产
业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花木销售年
收入近40亿元， 是全国最大的罗汉
松、红花桎木、香樟、桂花、银杏集散
销售地，镇域环境好、节假日游人如
织，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近日，该
镇获评湖南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

11月5日，记者来到柏加镇实地
走访。

旺季忙“卖树”

沿着S036县道进入柏加镇，大
大小小的苗圃园林映入眼帘， 放眼
望去，绿意盎然。

目前已进入花木销售旺季，道路
两旁停满了前来采购花木的汽车。记
者随意走入一家花木精品园，老板立
刻就迎了过来。“天气转凉，前来洽谈
苗木生意的络绎不绝，每天有10多个
批次的客人前来询价采购。” 老板邓
德良介绍说。这家名为“路川苗木专
业合作社”的精品花木园专营常青类
树木和精品盆景， 老板今年50岁，从
事花木生意有30多年历史。目前有一
个8亩的精品花木园和几十亩苗木基
地。 邓德良最初从种植果树起家，近
年来开始转型做精品盆景。邓德良的
女儿邓娟今年27岁，从国外留学回来
后继承父业从事苗木种植产业。

在柏加镇双源村森达生态园，
一台吊车正在吊装几棵大树， 准备
对外销售。“不要小瞧这几棵树，要
卖100多万元。” 吊装师傅笑着跟记
者说。 森达生态园老板周清平种植

花木20余年， 目前经营6个花木基
地，花木种植面积200多亩。周清平
的女儿周莹大学毕业后回到柏加，
帮助父亲开发自动管护系统， 并面
向年轻人群开发掌上盆景， 还通过
建设精品园，发展观光游。

“有别于其他乡镇， 柏加镇的
‘绿’主要来自于各种花木。”柏加镇
镇长周曦说， 目前全镇花木产业种
植面积超过3万亩， 产品1200多种，
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花木集散地和种
苗繁育基地。

“柏加镇90%以上的土地种着花
卉苗木，90%以上的农民从事花木有
关行业，土地、资源、资金、人才高度
集聚。”周曦说，全镇目前共有2万余
人从事花木种植、造型、销售，其中花
木经纪人和代理商近1000人，子承父
业者比比皆是。花木产业带动了柏加
当地农民增收，农民富裕程度持续稳
居浏阳市前列。去年柏加镇花木销售
收入超过40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4万元。

未来靠“卖景”

随着南横线的建设， 沿线两旁
花木苗圃犹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
花， 在柏加镇内形成了一条10公里
长的新花木景观长廊。

南横线连接益阳和浏阳文家
市，在柏加镇境内10公里长，穿过柏
加镇双源村、渡头村、仙湖村，在当
地政府的引导下， 大批花木种植户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往南横线两侧聚
集，目前，沿线已经聚集着规模生态
苗圃 100多家 ， 租金从 2017年的
5000元/亩涨到如今的1.2万元/亩。

与传统苗木市场不同， 这里将
严格执行“绿心”规定，不允许搭建
钢架大棚和进行大面积路面硬化，
只允许配建少量的农用设施用房。
花木苗圃也将按照统一的标准规划
建设，形成花木景观长廊。

目前， 柏加镇正在强力推动花
木产业提质升级， 南横线花木景观
长廊将成为发展重点。按照规划，该
区域将探索由村（社区）成立花木股
份公司引导农户参与的模式， 建设
一批涵盖智慧苗木会展、 设施栽培
观光、 花艺教学、 花木创意产品制
作、苗木栽培体验等特色鲜明、功能
明显的园林景致，配套餐饮、休闲娱
乐等设施， 建设现代农庄、 主题民
宿，打造院落精致、特色突显的园艺
文化创意带， 全面展示花卉园林景
观、花石文化创意。

“我非常看好这里。”南横线沿
线花木种植大户易光明对南横线景
观长廊的发展充满期待。 早在2017
年，易光明就在此租地种树，目前名
下苗木种植基地已发展到200多亩。

发展花木产业， 柏加的未来在
哪里？ 湖南省苗木产业协会会长赵
汉先指出，一是要加大投入走“高精
尖”道路，促进精品景观园林多点开
花， 鼓励企业和个人打造各具特色
的精致景观园林，由卖树转向卖景；
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以卖景
带动生态休闲旅游项目发展。 在柏
加走访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大力
发展“庭院经济”的同时，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园林开始往第三产业发
展，配套开发餐饮、休闲娱乐、苗木
栽培体验、亲子游玩等生态休闲旅游
项目。

小镇大业

宜章：

精准发力“三招”摘穷帽

生态柏加 智慧花乡
———浏阳市柏加镇见闻

黄龙镇里有“黄金”
———新宁县脐橙小镇见闻

11月6日，新宁县黄金瑶族乡二联村扶贫车间，工人在赶制外销的新款棉鞋。该车间是
湖南省新华供电有限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引进企业开设。今年3月建成以来，已安置31名
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8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扶贫车间
开进瑶寨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优秀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