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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短板、破瓶颈，凝心聚力攻克深度
贫困最后“堡垒”，2014年以来，泸溪县累计
整合涉农、财政扶贫、东西部协作等方面资
金32.43亿元，将产业扶贫资金、项目向深
度贫困村倾斜。

“实施‘规划到村、项目到户、帮扶到
人’方略，进行分类施策，补短板、强弱项，
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泸溪县县长向恒林介绍。

为搞好产业扶贫，泸溪县建立“直接
帮扶”等机制，使扶贫由“大水漫灌”向“精
准滴灌”转变，由外来“输血”向内生“造
血”转变。按照“一村一品、一户一业”模

式，2019年，全县整合资金6.43亿元，实
施大大小小的产业扶贫项目 3862 个，可
带动10233名贫困人口脱贫。

在省扶贫办驻村工作队指导下，湘西和
益生物科技公司与泸溪椪柑公司在泸溪县
浦市镇麻溪口村流转土地4800亩，发展椪
柑800亩、杜仲500亩、迷迭香500亩、油茶
3000亩。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收
益按“公司占 51%、村集体 10%、贫困户
39%”的比例进行分配，带动337户1252名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贫困群众
年终分红17.5万元，有效加快了脱贫进程。

泸溪县还斥资1.2亿元实施光伏扶贫，

全县93个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已全部完成，
发电装机容量达13.2兆瓦，年收入达1000
多万元，各村集体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

同时，泸溪县按照“支部引路、党员带
路、产业铺路”方略，强化县乡村同向推
进，采取“基地+贫困户+党员”方式，由党
员中的致富带头人带领群众脱贫，已涌现
出党员龙头企业12家、合作社468家。目
前，全县建产业基地65万亩、万亩精品园
4 个、千亩标准园 33 个、百亩示范园 186
个，带动2.1万名贫困群众甩掉贫困帽。

脱贫路上，不落一人。“全县上下万众
一心，向深度贫困发起总攻，努力实现整
县脱贫，并奋力巩固脱贫成果，为2020年
建成全面小康打下良好基础。”泸溪县委
书记杜晓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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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8347人，贫困发生率35.6%。

2019年底，预计未脱贫人口 1530
人，贫困发生率0.61%。

2018年底，共有未脱贫人口11763
人，贫困发生率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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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泸溪县主要从3个方面集中火
力打硬仗，即全面改善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
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精准落实扶贫政策，有针对
性地开展稳定脱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
生态保护、人口素质提高、公共服务完善、基层
组织建设等7大脱贫攻坚行动。

在泸溪县扶贫办墙上，挂着一张特别的地
图，上面列出 11 个战区、93 个贫困村、88347 名
贫困人口的分布及脱贫进度，一目了然。挂战
图、明责任、建机制，县、乡、村三级书记齐上
阵，“靶向治疗”，深度攻坚。

“我们聚焦‘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目
标，力争在 2019 年摘掉‘国家级深度贫困县’
帽子，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泸
溪县委副书记向汝莲说。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落实落细“县级领
导联乡镇包村、乡镇领导联村包组”责任制，泸溪县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访真贫、寻良策，足迹遍布村村
寨寨、贫困人家。全县组建了138支工作队417名队
员驻村扶贫，省、州、县180个单位还组织7129名干
部职工每人结对帮扶2至5户贫困户，实现驻村扶
贫、结对帮扶、县领导联贫困村“三个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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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向民贵 李新华 胡大刚

隆冬时节，在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泸溪县乡
村，到处可见摘果售果、整理田土、修路清渠、培
训学习等忙碌景象，大家加倍努力，以决战决胜
之势斩“穷根”，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2014 年以来，泸溪县瞄准精准脱

贫目标，把扶贫与扶智、扶志深度融合，“一张
蓝图干到底”，减贫脱贫成效显著。到 2018 年
底，全县有 72 个贫困村出列、18345 户 76584 名
贫困群众脱贫，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
2019 年，预计全县有 21 个贫困村出列，2954 户
10233 名贫困群众脱贫，贫困发生率可由 2014
年 35.6%降至 0.61%，谱写出一曲响亮的脱贫攻
坚壮歌。

决胜

——摘帽进行时

■县情简介
泸溪县地处湖南省西部、湘西

州“南大门”，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革命老区县、五强溪水库
移民库区县。全县总面积1565平
方公里，耕地33.5万亩，辖11个乡
镇、147个村（社区），总人口32万
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25.1万人。

围绕“精准施策、合力攻坚、摘帽脱
贫”的要求，泸溪县党员干部以深度贫困
村为主战场，俯下身子加油干，并发动社
会力量投入扶贫，形成政府、社会协同推
进的扶贫大格局，加快脱贫摘帽进程。

教育扶贫强推进。泸溪县对贫困家
庭子女15 年免学杂费，并对学前、小学、
初中、高中、职业教育等不同阶段的家庭
贫困学生，每人每年分别给予 1000 元、
1500元、2000元、3000元、2500元生活
补助；对考取大学本科、专科的贫困新
生，分别给予 5000 元、3000 元资助，已

累计发放教育帮扶资金 1.74 亿元，惠及
贫困学生18.66万人次，努力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成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
秀案例县，其经验在全国推介。

健康扶贫除病根。泸溪县贫困户新农
合参合率、大病救助率均达 100%；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率先推出住院费用
报销“一站式”服务，贫困户住院费用报销
率达85%以上，对兜底户全额救助，有效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全县确认
农村低保 8500 户 16265 人，累计发放农
村低保金 2.11 亿元，做到“应保尽保、应

兜尽兜”。
创业就业干货满。泸溪县有9.1万农

民务工，可实现劳务收入40余亿元，被评
为全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县。

推进交通扶贫脱贫工程。泸溪县整合
资金 4.43 亿元，累计完成农村公路改造
1549.19 公里，仅 2019 年就投资 1.32 亿
元，建农村公路405.49公里，实现所有贫
困村通公路，有效解决了群众行路难。

泸溪县还先后投资2.37亿元，推进农
村安全饮水提升工程，累计解决了28.14万
人饮水难，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同
时，投资3.77亿，完成了1702户6620人易
地扶贫搬迁，并采取措施解决搬迁群众生
产生活问题，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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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县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图为章丘区投入2000万元新修的“渡改桥”鸬鹚嘴致富连心友谊桥。 向民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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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满枝挂，桂花十里香。”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努力十分回
报。主题教育的周密部署、务实推进，
取得了显著成效，收获了累累硕果。

最重要的收获是思想的滋养。
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领悟、实践，
广大党员干部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营
养和精神养料。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
人心，成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指
南针、定盘星。

最明显的收获是作风的转变。广
大党员干部坚持刀刃向内，把自己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方
面剖析根源、自我改进，增强了讲政
治、守规矩的意识，带动了党风政风
和政治生态持续好转。批评与自我批
评、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调查研
究、自我革命等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得
到大力弘扬。

最亮眼的收获是方法的创新。
“原原本本真学、研讨交流深学、先
辈先进领学、广泛宣讲送学、理论
抽测督学”的理论学习方法；四张
清单——“学习清单、调研清单、问
题清单、整改清单”抓落实的工作
方法；通过解决个别问题、以点带
面推动整改落实的整改整治方法
等等，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活
经验。

最喜人的收获是高质量发展的
成果。全省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省经济运行保持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
好势头，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投资、出口等重要指标逆势上
扬、位居全国前列。

最暖心的收获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主题教育积极回应
群众关切，出台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
意见和 8 个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针对药价虚高、义务教育
大班额、粮食安全、棚户区改造、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环境污染等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察实情出实招。坚持

“房住不炒”，稳住房价。老百姓说：
“没想到‘老大难’问题这么快就解决
了，没想到变化如此明显。”人民群众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众口一词、步调一致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赢得了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

最根本的收获是制度的建设。省
委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完善治理体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等
方面推进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了《关
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精简文件的
具体措施》《规范网络学习平台七条
措施》《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利
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的规
定》、撤销廉政账户严禁违规收送红
包礼金等制度。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认真梳理完善相关制度，及时将实
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可操
作、能执行的制度。这些制度建设成
果为新时代湖南改革发展提供了有
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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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与公心、忠心、戒心，心心
相连；

初心与决心、耐心、恒心，心心
相通；

初心与雄心、信心、民心，心心
相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
党因初心而立，为初心而存，缘初心
而美，赖初心而强，也必将持初心而
久、怀初心而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
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也是我们
党带领人民奋斗创业的鲜明主题。
共产党员对初心的持守，对使命的
担当，不是一时之事，而是一生之
需。时间久了、环境变了、诱惑多了，
初心容易淡忘，使命感容易削弱。只
有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才有
不竭的精神动力，才能在“赶考”中
交出合格答卷。

钟灵毓秀的南岳衡山有座半
山亭，亭上镌刻一副对联：“遵道而
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欲
登绝顶莫辞劳。”它提示人们，要饱

览山顶旖旎风光，须继续努力，不
懈攀登。同样，践行初心使命，实现
伟大梦想，犹如攀登高山，越是临
近山顶，越要保持一鼓作气的勇气
和干劲。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
指导主题教育时指出：“不能企望通
过一两次教育活动，就可以宣布大
功告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努力’，这句话是永远的进行时。”这
是对全党十分及时、十分深刻的警
醒和昭示。

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更加严
峻，危险更加凸显，任务更加艰巨。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攻克更多“娄
山关”“腊子口”。面对主题教育的成
果，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不能安于现
状，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有丝毫松
懈和麻痹，必须以“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的心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
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将主题教育成果巩固好
发展好，并做好固化、活化、转化文
章，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保障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永葆党
的生机活力。

五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
奋蹄。”

湖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中国
革命的摇篮，是“精准扶贫”战略思
想的首倡地。这里是标注初心的地
方，是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
英雄模范担当使命的热土。2020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首倡之地”当有

“首倡之为”。让我们赓续“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的传统，传承“吃得
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文
化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
极投身三大攻坚战主战场 、创新
开放最前沿、产业项目建设第一
线，勇于创新创造，以一地一域的
高质量发展和良好治理为国家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作 贡
献，以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创造性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贡献。

同志仍须齐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