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道：

农村群众喝上“幸福水”

新宁：

农村基本实现饮水安全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张振明）2019年
12月24日中午，新宁县万塘乡大
湾村贫困村民朱香会家，洗衣机
欢快地运转，厨房里溢出饭菜香。

“现在家里通了自来水，我们也喝
上了安全水。”朱香会笑着说。

去年来，新宁县针对拟脱贫
出列的 26个贫困村、近 2.44 万
贫困人口饮水问题进行规划建

设，同时兼顾其他非贫困村。对
2018年以前所建的尚未正常供
水的自来水饮水工程，以乡镇为
主、水利部门配合进行整顿，做
到达标供水。饮水工程分别采用
单村、分散、联村和管网延伸方
式实施，所需设备由县里统一公
开采购。工程完工验收后，按“一
水厂一档案”逐一核对好工程情
况，交由乡镇、村、组进行管理。

“我原来担心新修的房子地
势太高，喝水困难。现在政府帮
我们修建了饮水工程，自来水直
通屋里，太方便了！”崀山镇分水
村贫困村民王会和高兴地说。

目前，新宁县21处易地扶贫
集中安置点饮水工程全部完工，
供水到位。全县农村基本实现饮
水安全，自来水普及率达80%以
上，水质达标率达100%。

清零看三湘

3. 依托电商平台，
搭建脱贫桥梁

2.擦亮生态底色，书写脱贫画卷
八十里大南山，千顷白云湖，十万古田，两

江峡谷，孕育着城步山水的灵秀；打油茶、开歌
堂、对山歌、哭嫁歌、贺郎歌等民俗风情，散发
着苗族文化的神秘。

2016 年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保
护青山绿水成了城步人民的自觉行动，自然
植被覆盖率提升至 92.7%。当地居民吃上了

“旅游饭”，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4687 元
增加到 2018 年的 8215 元。“我是村里的护林
员，每年有 1 万多元的稳定收入，加上自己打
零工赚钱，脱贫不成问题。”汀坪乡古田村贫

困户罗孝义跟记者算起收入账，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城步按照“县城当作景区建、景区当作酒
店管、乡村当作公园画”的思路，统筹全域旅游
资源开发，围绕“青山绿水”和“苗族文化”做文
章。目前，城步已创建大寨村、桃林村、白云湖
村等乡村旅游景点，培育旅游扶贫示范村 4
个，建立星级旅游示范(区)点15个。2019年，城
步发展农家乐、农家客栈369家，接待游客27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96亿元。

1月2日，丹口镇桃林村，和顺苗农家乐老

板阳光略一大早忙着熏腊肉，做猪血丸子。“趁
着冬季游客少，多备点‘腊货’‘土货’，这些东西
深受游客喜爱。”阳光略说，得益于村里旅游业
的发展，2019年农家乐给他带来7万元的收益。

城步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坚持保护优先、
同步开发，发展生态观光、农耕体验等多种类
型乡村旅游，青山绿水、苗族文化成了“聚宝
盆”，吸引了八方游客，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
子”。据统计，城步从事旅游业的达 2 万余人，
辐射带动贫困户2000余户8000余人脱贫，被
评为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1.发展特色产业，铸就脱贫利器

以组织作为带动农户有为，推进措施落地见效

眼下，在深度贫困县城步，
党员干部又开始“算总账”：一
年来脱贫攻坚目标是否完成、
成色怎样？

城步把党建“主业”与脱贫
攻坚“主责”相融合，探索“三个
一”机制，即一个党支部引领发
展一个产业、一名党支部书记
引领好一个经济组织、一名党
员结对帮扶一户贫困户，确保
脱贫攻坚措施落到实处。

“党建引领脱贫路，城步
仅是一个典型。”省农业农村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推 进 产
业 扶 贫 ，省 里 持 续 强 化 组 织
保 障 ，实 施 村 党 组 织 带 头 人
队 伍 整 体 优 化 行 动 ，将 5798
名产业发展带头人充实进村

“两委”班子，组建 1.8 万支驻
村 帮 扶 工 作 队 ，重 点 抓 产 业
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资金是
“子弹”。省里明确，脱贫攻坚项
目资金安排优先向产业扶贫倾
斜；扎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工
作，为产业扶贫引来金融“活

水”。多管齐下，全省每年投入
到产业扶贫的资金达 300 亿元
左右。

产业扶贫既授之以“鱼”，
也授之以“渔”。省农业农村厅
牵头，集中 586 名省级农业科
研院所专家，组建 51 个专家服
务团，对贫困县开展组团式科
技服务，以“手把手教、面对面
帮”的方式，培训贫困户近 100
万人次。广大贫困农民一技在
身，鼓足“精气神”，产业脱贫路
越跑越宽、越跑越快。

湖南日报1月3日讯(吴祥
淼 谢才文 陆大勇)“我们村里家
家户户喝上了‘幸福水’，洗衣做
饭都方便。”2019年12月24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琵琶村
村民杨怀宝开心地说。如今，在
通道农村，全天候不间断自来水
供应，已成当地农民生活常态。

通道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
全各项工作，将其作为脱贫攻坚

“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任务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来抓。2014年至2019年，全县共
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73处，
提质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
目 241 处，累计完成投资 1.417
亿元，受益人口达20.76万人。

同时，通道制定村镇供水
工程运行管理办法，做到工程
建成后有人管，实现长效运行。
全县 598 处集中供水工程均建
立了完善的管护制度。并严格
落实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保护、
水质监测、评价“三同时”制度，

定期对县域内供水工程进行水
质检测，对 25 户以上供水工程
配置过滤沉淀池及消毒房。

目前，通道 25 户以上村组
及团寨均实现集中供水。对不具
备集中供水的住户，按照分散式
供水方式，接通自来水入户，实
现全县农村人口“户户接通自来
水，人人喝上安全水”。全县24.4
万农村人口供水全部达到饮水
安全标准，其中集中供水率达
98.5%，水质合格率达100%。

没有品牌，就谈不上产业。
湖南大力培育公共品牌，带动
产业脱贫“跑得快”。

潇湘绿茶、安化黑茶、湖南
茶油……全省重点培育22个农
业区域公用品牌，其中14个来自
贫困地区。“安化黑茶”公共品
牌，综合产值突破 200亿元，带
动6.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产业扶贫，既要埋头种地，
也要放眼观市。省政府力推贫困
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在北京、

深圳、香港、澳门等多地举办贫
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展销活动，促
进贫困地区农产品稳定销售。

省农业农村厅与步步高集
团合作，每月开展一次产销对接
活动；围绕“一县一特”实施电商
扶贫专项行动，创办贫困村电商
服务站 4200多个，电商扶贫年
销售额达150亿元。

贫困地区补齐市场机制短
板，不断挖掘新兴市场潜力。
引 导 贫 困 户 种 产 品 也 种“ 风

景”，让田园变“公园”，拓展农
业观光休闲功能，乡村旅游每
年带动近 10 万人脱贫。花垣县
十八洞村依托苗族风情发展乡
村旅游，每年旅游收入逾 300
万元。

目前，全省广大贫困地区
立足资源优势，发展“三品一
标”认证，打响“安化黑茶”“南
洲稻虾”“湘江源蔬菜”等公共
品牌，壮大当地优势产业，为脱
贫攻坚注入新动能。

市场机制带动发展机制，推进产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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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华凯

担当作为是新时代好干部
的重要标准，是推动改革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领导
干部如何在践行初心使命、勇于
担当作为上走在前、作表率，我
有3点体会：敢于担当首在政治
担当；善于担当重在能力建设；

“关键少数”要有“关键担当”。
敢于担当首在政治担当。政

治担当要求对党忠诚、为党分忧、
为党尽责、为民造福。强化政治担
当，首要的就是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
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联系
组织工作实际，就是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牢牢把
握组织工作的基本布局、价值取向、重
大原则、战略路径、质量要求和作风保
障，以实践实干实效彰显“政治上绝对
可靠、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只

有在工作实践中砥砺政治品格，锤炼
政治意志，积累政治经验，突出政治担
当，才能真正做到走在前、担上肩，难
中进、高处行。

善于担当重在能力建设。担
当作为是一种作风，更是一种能
力。真担当要靠真本领，真作为要
靠善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明确提出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
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
对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常学
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要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从创新理论中寻求担当
的思路、担当的方法和担当的钥匙。
要着力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
领、科学发展本领、狠抓落实本领、
驾驭风险本领等“八种本领”，以底
气去担当、以能力去作为，全面担负
起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任。

“关键少数”要有“关键担当”。
担当是一种导向，是一种精神、一

种氛围。一方面，要激励担当，以科
学务实具体有效的激励措施推动
干部对事业的担当。结合组织工作
实际，就是要构建面向服务三大攻
坚战、项目建设一线等培养选拔干
部链条，建立年轻干部刚性配备机
制，强化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进一步厘
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
边界，坚决防止工作缺位、错位、越
位；落实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
业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带头担
当，着力以自身的担当带动担当、以
自身的作为促进作为。要切实增强担
当作为的责任感、自觉性和动力源，
以滚石上山、攻城拔寨的勇气和韧
劲，锻造成为敢想、敢做、敢当的“关
键少数”，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交上一份担
当作为的新答卷。

（作者系娄底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

“四带四推”，引领贫困户融入产业链
——湖南产业扶贫综述

决胜全面勇 担当作为 康小
——担当作为大家谈

锤炼过硬本领
扛起“关键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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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简介：

城步苗族自治县地处湘西南边陲，
总面积 2647 平方公里，总人口 28 万，辖
13个乡镇(场)、188个行政村(居)。城步是
全国 5 个苗族自治县之一，是国务院实
施扶贫开发战略发源地，也是国家扶贫
工作重点县、革命老区县、商务部定点扶
贫县、湖南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境
内拥有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
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十万古田)国家湿
地公园、金童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4张“国
字号”生态名片，是湖南省唯一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阳望春

已是隆冬，万物蛰伏，城步
苗族自治县却活力迸发：电商物
流园，灯火明亮，淘宝主播忙着
推销农特产品；农家乐店主忙前
忙后制作腊味，等待迎接春节的
新老顾客；一辆辆开往各地送

“土货”的汽车，满载着农户脱贫
致富的希望……

在脱贫攻坚战中，28万城步
人民勠力同心驱“穷魔”，即将迎
来全面小康的春天。2014 年以
来，城步举全县之力，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至
2018 年底，已有 69 个贫困村出
列，12211 贫困户 48621 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5.72%下
降为 4.04%；2019 年，18 个贫困
村实现脱贫出列，2109个贫困户
7419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
降至0.73%。

城步地处湘西南边陲，是国务院实施扶贫开
发战略发源地、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武陵山片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县、湖南省11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和商务部对口扶贫县。近年来，城
步立足本地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
产业，帮助广大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商务部副部长钱克
明向中外记者推介城步“战斗鸡”。城步“战斗鸡”
其实就是当地村民养的土鸡、乌骨鸡，白天在树林
中奔跑觅食，吃的是虫子、野菜，晚上飞到树上栖

息，鸡肉口感鲜美，营养价值丰富，深受消费者青
睐。“战斗鸡”成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利器。

在城步，养殖土鸡、乌骨鸡等“战斗鸡”的村子
有很多。儒林镇新枧水村成立林下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帮助76户349名村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1 月 2 日，新枧水村村民熊子阳刚给儒林
大酒店送了 20只土鸡，还未来得及休息，又接
到新订单。熊子阳是村里的贫困户，靠着养土
鸡脱了贫。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文杰也是

“养鸡脱贫”受益者，他说：“鸡苗是村里发的，

鸡养大了，合作社还帮忙卖,现在的日子是越来
越好了。”如今，新枧水村几乎家家都养“战斗
鸡”，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土鸡、乌骨鸡的身影。
据统计，该县养鸡户从 2014 年的 3.2 万户，增
加到目前的4.5万户。

除了养殖“战斗鸡”，城步还发展了高山蔬菜
11.9万亩、中药材3.92万亩、苗香梨1.4万亩、猕
猴桃1.2万亩、柑橘1.12万亩，实现了高山蔬菜、苗
香梨、猕猴桃、生态鸡、中药材等特色产业适宜区
全覆盖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

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山货难出
深山、收成难变收入。城步依托商务部定
点扶贫，成功创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大力发展电商扶贫。

去年 9 月，该县建成城步电商直播
间，开通“城步芝麻官”直播号，城步县委
常委、副县长刘书军，县长助理、阿里巴
巴脱贫特派员刘寒，做起了电商直播客，
成为淘宝第一对县长直播组合。3个多月
时间，“城步芝麻官”通过各种方式开展
直播70余场，粉丝突破2万。

去年12月23日晚，城步电商物流园
电商直播间内，刘寒忙着给网友推销城
步土特产及手工制品，野生蜂蜜、南山纯
牛奶、青钱柳茶叶、腊肉、手工棉鞋等受
到广大网友喜爱。刘寒说：“通过直播，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城步特色农产品变
身‘商品’，带动了更多人脱贫致富。”

儒林镇浆坪村贫困户吴海英，做了
20 几年的手工棉鞋，棉鞋现成了淘宝热
销货。她高兴地说：“一天做 2 到 3 双棉
鞋，一个月能赚3000元。依靠电商，有时
候棉鞋还没做好，就被提前预订了。”

目前，“城步芝麻官”已成为城步最大
的电商流量入口，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超过
300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65.84万元，127
人实现脱贫，受益贫困人口超过1400人。

电商扶贫在城步遍地开花。据统计，
城步已有涉农电子商务企业 55 家、淘宝
店铺1300多家、微店3万多家。2019年，
城步电商交易额突破 4 亿元，同比增长
180%，累计带动创业就业1.5万余人，带
动脱贫3500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进入 2020 年，脱贫攻坚吹响
“冲锋号”。按照中央部署，湖南正
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确 保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如 期 全 面 完
成。

决胜脱贫攻坚，发展产业是根
本。近年来，湖南蹚出“四跟四走”的
产业扶贫路子，即资金跟着穷人走、
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
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激
活穷乡僻壤，点亮贫困户的“心灯”。

如今，湖南在“四跟四走”的基
础上，又探索推广“四带四推”模式，
为产业扶贫源源不断注入新动力。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全
省深入实施“百企千社万户”工
程，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民合
作社，扶持家庭农场。

越来越多的新型经营主
体，担当起产业扶贫的“领头
雁”。在南洞庭腹地益阳，种粮
大户群体崛起，手把手传技术，
带动贫困户发展高档优质稻；
在丘陵山区，大户带散户，帮扶
贫困户，创办大批特色种养基
地。

潇湘茶业公司在会同县宝
田乡创办 5000亩有机茶基地，

辐射带动周边1.5万亩茶园，扶
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380人。

2019 年，宝田茶场通过欧
盟有机茶基地认证，“鹰嘴界”
有机绿茶源源不断出口欧盟。
茶场负责人曹书安告诉记者，
茶叶出口每赚 10 欧元，有 7 欧
元要发给贫困户。

省里从项目资金等方面引
导，推动“万企帮村”“万社联
户”，形成产业扶贫“大合唱”。

龙头企业、合作社牵手贫
困户，利益联结完善“五金”机
制，即推动土地流转，让贫困

农民赚租金；发展订单种养，
让贫困农民得现金；实行入股
分红，让贫困农民获股金；创
造务工机会，让贫困农民挣薪
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实行集体经济分成，让贫困农
民得年金。

“龙头”带动，产业兴旺。
城步南山牧业带动贫困户，赶
着奶牛奔脱贫；温氏集团在永
州 布 局 大 猪 场 ，带 动 贫 困 户

“代养”稳定脱贫；怀化市恒裕
竹木公司引领贫困户，深山竹
海开起绿色“银行”。

新型主体带动贫困群体，推进利益紧密联结

贫困人口

25.72%

4.04%

0.73%

2014年，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57681人，贫困发
生率25.72%。

数说

2018 年底，未脱贫人口
2776 户 9062 人，贫困发
生率4.04%。

2019 年底，未脱贫人口
667户1643人，贫困发生
率0.73%。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南公园。（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脱贫攻坚亮点

摘帽进行时

在新宁，崀山脐橙热销广东深
圳，日前又打入上海超市。全县 5 万
贫困人口依托脐橙产业，摘掉了“贫
困帽”。

花垣县十八洞村，猕猴桃结出
“脱贫果”；宁乡花猪拱开“致富门”；
平江山茶油为脱贫加“油”；武冈小药
材根治“贫症”……

2019年以来，立足资源禀赋，全
省重点打造粮食、生猪、水果、蔬菜、
茶叶、中药材、油料、竹木等优势特色
千亿产业。让优势产业带动扶贫产
业，市县乡村逐级拿出规划，将扶贫
产业融入千亿产业大布局。

按“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原则，各贫困地区确定脱贫主导
产业。永顺猕猴桃、炎陵黄桃、隆回金
银花、靖州杨梅、石门蜜橘等特色产
业连片 10 万亩以上，平均每亩带动
贫困户增收5000元以上。

“优势产业带动脱贫产业，实现多
重优势叠加。”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专家
介绍，脱贫产业“嫁接”优势产业，既有
扶贫资金援助，又搭上优势产业的“顺
风车”，种养技术和产品销路有保障。

水果、油茶、茶叶等产业投入期
较长，前期贫困户如何增收？各地耐
心培育产业，特别注重长短结合。

在湘西、湘南山区，贫困农民
建起果园茶园，果树、茶树下散养
土鸡；油茶林配套养猪场，既解决
了肥源，生猪一年内就能出栏“回
钱 ”。长 短 结 合 ，贫 困 户 年 内 能 增
收，长久脱贫致富充满希望。

优势产业带动扶贫产业，
推进产业精准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