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
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到紧
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确保完
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近年来全国两会上，“脱贫攻坚”是
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交流最多的
问题之一，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
词。决胜之年如何积极作为？湖南日
报联合安徽日报、新华日报，邀请来自
湘皖苏 3 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畅谈变
化、分享经验、共话攻坚，为提高脱贫质
量和成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建言献策。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打开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家门
口就业能拿到稳定收入……脱贫攻坚
的成效，显现在每一处温暖人心的细节
里。

“2015年，楠木桥村合村后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245户915人，2018年整村
脱贫出列，今年我们将确保完成剩余5
户5人贫困人口脱贫。”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
乡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讲述楠
木桥村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他告诉记
者，如今，2000亩“连村联创”扶贫产业
示范园成了村民脱贫增收的“金钥匙”，
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2009 年 3 月 5 日，我第一天到村
部上班，办公室是废弃的小学教室改造
成的，18块窗户玻璃破了13块。那时，
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一盏路灯。”谈起
村里的变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靖
江市新桥镇德胜中心村党委书记杨恒
俊同样十分感慨。他说，德胜村地理位
置偏僻、交通不便，曾经是经济落后村，
2009 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只有 2.3 万
元，负债却高达 48 万元。乡亲们不等
不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如今，1.4公
里的立体生态走廊和80米长的忠孝文
化走廊建起来了，村民腰包鼓了、笑容
多了，过上了城里人也羡慕的好日子。

“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安徽脱
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大
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介绍，日前，安徽省31个贫困县全部脱
贫摘帽，300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容村貌更
加整洁，老百姓收入不断增加。

牵住产业扶贫“牛鼻子”

啃下贫困硬骨头，许多地区旧貌换

新颜，各地也在探索中积累起宝贵的经
验。3位代表一致认为，夯实脱贫攻坚的
产业基础，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关键。

“牵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就
能蹚出可持续脱贫的新路子。”多次走
访探寻后，谭泽勇了解到，楠木桥村沙
质土壤多、昼夜温差较大，适合种葡萄、
猕猴桃、蓝莓等水果。他介绍，为了把
大家拧成一股绳发展产业，谭家寨乡推
行“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工作模式，9
个村（现已合并为 6 个村）党支部、276
名党员共同参与，组建联合党总支，下
设 20 个抱团攻坚党小组，把党小组建
在扶贫产业上，把党员致富能手配置到
基地上。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280
万元左右，贫困发生率降至1%以下。

杨恒俊也看到了产业在扶贫中的关
键性作用。他回忆，自己到高邮市横泾
镇考察时，发现该镇的咸鸭蛋绿色环保，
但销售状况却不太理想。于是推动德胜
村以种植养殖合作社为主体，申请注册

“德胜牌”商标，采取农超对接、农企对接
等方式，打通农产品产销链，将“德胜牌”
咸鸭蛋销到苏浙沪等地。有了这个成功
经验，水蜜桃、有机大米等打着“德胜”标
签的农产品轮番亮相，负责经营推广的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随即成立，各类产品
畅销江浙沪超市。得益于产业发展，德胜
村村民在脱贫攻坚战中旗开得胜。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赵皖平认为安徽打好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所在正是产业扶贫，通过“四带
一自”产业扶贫模式，发挥龙头企业、能
人大户等带动效应，带动更多贫困群众
参与并分享产业扶贫红利，不断夯实持
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基础。

提高脱贫质量和成色

脱贫成效已显，如何提高脱贫质量和
成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要瞄准农业现代化短板，做出大
农业、大产业、大品牌、大市场，让老百
姓有更稳定、长久的收入来源。”关于巩
固脱贫成果，杨恒俊有了下一步打算：
调整农业布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将原本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成
村级股份制有限公司，让老百姓的钱袋
子稳稳地鼓起来。

“楠木桥村将利用自身优势，继续
建立完善贫困人口与企业利益联结机
制，进一步实施产业转型，在少数民族
乡发展智慧农业，打造数字乡村，促进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谭泽勇
建议，以楠木桥村为核心区，以武陵山
片区为辐射区，进行农村田园综合体与
城乡田园社区建设，有效推进农产品出
村进城，带动产业持续发展，推动农产
品流通体系建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在赵皖平看来，脱贫攻
坚应当计之长远：一方面要巩固、提升脱
贫成效，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另一方
面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
型，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
制。他认为，接下来要以产业扶贫成果
衔接产业兴旺，以生态扶贫成果衔接生
态宜居，以教育扶贫成果衔接乡风文明，
以党建扶贫成果衔接治理有效，建立返
贫对象动态识别与管控机制，坚持脱贫
不脱政策。同时，要抓紧谋划研究相关
脱贫攻坚政策在2020年后的衔接问题，
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湖南日报评论员

“人民至上”，成为贯穿今年全国
两会最鲜明的主线，“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成为回荡人民大会堂
的最强音。

这些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下团
组”与代表、委员们互动和讲话中，

“人民”二字重如千钧。无论是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深刻指出“党团
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还是在参加政协经济界联组讨论时语
重心长地表示“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
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无论
是特意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还是
参加解放军代表团讨论时重申“军政

军民团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显著政治
优势”，拳拳为民之心，殷殷为民之情，
是人民领袖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是
共产党人为民初心的生动体现。

“为人民服务”，不止是一句口号，
更是一个个体现于细微之处的“实打
实”的行动。5月27日，在湘全国人大
代表聂鹏举收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红头信笺，得知自己头一天对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修改
意见有两条被完全采纳。如此快捷的
节奏，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检察工作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还是在27日这一天，当晚8时，国
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辰昕率12个司局
相关负责同志，通过视频连线形式与部
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会谈，对代表们有
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农民种
粮积极性”等建议做了细致、全面的回
复。一份份带着人民殷殷期盼的建议，
在“屏对屏”的交流中描绘出“变蓝图为
现实”的清晰路径；人民代表“为民履
职”与相关部委“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
互动，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具
象，推动着“下情上达”的民声传递，丰
富着博采众议的政治智慧。

两件新闻，在全国两会的宏大叙
事中可能只是“浪花一朵”，但体现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听民声、问民意、集
民智，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
人翁的地位，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优势与制度
优势，凸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的重要功效。
非常之年，须有非常之举。今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为了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党中央把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作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的主要着力点。而就业与民
生，成为“六稳”“六保”共同的首选项、
共答题，具体而深刻地诠释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
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共和国的坚实
根基，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紧紧依
靠人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党就能团结带领人民在迎战前所
未有的挑战中捕捉新机遇，在应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新局面。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5月27日中午，第三场“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网络视频采访”
活动在北京和长沙两地同步进行。胡伟
林、郑建新、文爱华和曹慧泉、阳卫国、唐
岳6位代表在湖南代表团驻地，分两批先
后接受身在长沙的媒体记者的“云上”采
访。

支持长株潭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
新中心，是湖南代表团以集体名义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建议。“打造
长株潭先进制造高地，对湖南的经济发展
有何重大意义和作用”“长株潭地区具备
哪些基础和优势，可以打造国家级先进制
造高地”“如何发挥金融的力量支持长株
潭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聚焦“打造长株潭先进制造高地”，6位代
表回答了境内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湖南：推动制造业迈向高端

“长株潭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
心，是湖南下一步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
的支撑点，不仅有利于落实中部崛起国家
战略，还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安全程度，
有利于放大湖南的产业优势，有利于稳经
济稳就业。”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
胡伟林说。

胡伟林介绍，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我们一直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就可
以在我们总量和技术都有一定程度优势
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制造业的效能和潜力
放大，推动湖南制造业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和发展，并通过产业链的补强，克服先进
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受制于人的问题。此
外，通过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和
转型升级，以及一大批中小制造业企业的
转型升级，就能够为稳定湖南经济、稳定
湖南的就业作出贡献。

在长株潭打造国家级先进制造高地，
湖南底气何在？面对这一问题，全国人大
代表、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底气十足地表
示，从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来看，湖南去
年装备制造业总资产达到12000亿元，装
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了 12200
亿元左右，其中长株潭地区在湖南装备制
造业中间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占比超过
60%。而且，湖南在全国的装备制造业领
域有几个方面非常领先，比如先进轨道交
通、工程机械在株洲和长沙都有分布，这
在全球也具有领先地位，此外航空发动机
等，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围绕争创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
心，下一步，湖南将从实施产业基础能力
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高水平推动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 个方面发
力。”胡伟林表示。

长株潭：紧紧抓住创新驱动
“牛鼻子”

创新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作为城
市创新的样本，长沙、株洲、湘潭3市为创
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聚集了磅礴
的动能。

“一个好的创新生态，可以培育出先
进制造业的参天大树。”面对“长沙在先进
制造业创新方面具有哪些优势”的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
建新回答。

针对长沙在先进制造业创新方面的

优势，郑建新进行了详细介绍。首先，为
了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长沙制定
了“七大工程”“工业30条”“人才新政22
条”等若干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的政策意
见。其次，利用现有的60 多家国家级科
研创新平台、800 多家省级科研创新平
台，以及220多家孵化平台和众创空间，
为长沙的“智造”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技
术支撑。此外，通过打造 22 个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集群，吸引广大的人才队伍，为
长沙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生机活力。

作为长株潭地区重要一极的株洲，因
工业而生，因工业而立，因工业而新。“人
才是制造业宝贵的财富，全市10万余名
各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为株洲制造业
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全国人大代表，株洲
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介绍，株洲是全
世界规模最大、配套最强、技术水平领先
的轨道交通制造基地，是我国唯一的中小
型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制造基地，是国家重
要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更是湖南唯
一获批建设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业创新中心的城市。

“株洲将抓住创新驱动这个‘牛鼻子’，
突出产业链建设这个‘总抓手’。”阳卫国
表示，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过程中，株
洲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长沙、湘潭，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企业：为制造业创新提供源动力

近年来，楚天科技在医疗装备领域发
展迅猛，成为行业领军企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楚天科技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19.16亿元。

“最离不开的是长沙市委、市政府的
政策支持。”谈到楚天科技如此壮大的原
因，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
感触颇深。他说，长期以来，长沙高度重
视制造业，形成了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氛
围，去年还出台了扶持 22 条产业链发展
的战略规划。这其中制造业是重中之
重。此外，长沙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较高
的高等教育的实力和底蕴，还有很好的交
通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低廉的房
价，从而吸引了大批创新创业人才来到长
沙扎根，助推了长沙制造业持续发展和转
型升级。

像楚天科技这类制造企业的发展壮
大，除了政策的支撑，最不可或缺的便是
金融支持。如何发挥金融的力量，支持长
株潭争创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全
国人大代表、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
爱华表示：“愿意用金融力量为湖南制造
添砖加瓦。”

文爱华说，为了更好的给湖南制造业
“量体裁衣”，目前建行施行差异化政策，
同湖南制造业中优质的制造企业产业链
进行专项合作，对大型企业启动个性化的
综合性金融服务。同时，创新信贷产品，
研发建行“惠懂你”软件，让小微制造企业
在“指尖”便能获得信贷支持。

他表示，未来，建行将持续为湖南制
造业注入金融活水。“去年建行总行跟湖
南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
合作的协议，未来5年建行将为湖南累计
提供 2 万亿元以上综合性金融支持。”文
爱华介绍，接下来，建行将拟出台“湖南制
造业2025计划”，承接政策，继续推动差
异服务；在政府的支持下，将以更加合适
的利率，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整合建行
集团的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为长株潭
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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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笑雪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琼
安徽日报记者 范克龙

4月15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连村联创”扶贫产业示范园，村民给
猕猴桃实施人工授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人民至上，初心不改

打造长株潭先进制造高地
——湖南代表团第三场网络视频采访聚焦

5 月 2日，位于
花垣县花垣镇紫霞
湖边的十八洞村千
亩猕猴桃基地生机
盎然。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5月 27日，
湖南广播电视
台，6名湖南代
表团代表在北
京驻地通过网
络视频，在线接
受新华社、新湖
南客户端等 10
多家主流媒体
的采访。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5月 27 日，
6名湖南代表团
代表在驻地通过
网络视频，在线
对话新华社、新
湖南客户端等
10 多家境内外
主流媒体。图为
阳卫国、曹慧泉、
唐岳代表(从左
至右)接受采访。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赵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