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4日晚，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村道边的太阳能路灯在入夜时自动点亮。今年上半年，该村投入38万多元，
新安装路灯158杆、维修路灯10杆，覆盖了全村15个自然村寨，大大提高了村民出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毛晶 胡梦洁

7月3日一大早，沅陵县二酉乡四方
溪村，年逾八旬的老支书凌目兴冒雨来
到跨溪大桥上，不时用手拍拍结实的护
栏，眉眼间满是喜悦。桥下的溪河，洪水
陡涨，浑黄的水向下游滚滚而去。

此时，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也来到
桥上查看水势。凌目兴走上前一把拉住他
的手说：“戴书记啊，这次发大水，有了你修
的桥，村民们再也不担心过河的问题了。”

凌目兴称呼的戴书记，名叫戴继发，是
沅陵县纪委监委的干部。2014年起，戴继发
开始驻村扶贫，6年时间先后帮扶过3个村。
2018年4月，戴继发来到四方溪村，担任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戴继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参加过保
卫祖国西南边疆的战斗。戴继发说，扶贫攻
坚，是自己作为一名老兵的“新战场”，四方
溪村，将是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战”。

四方溪村是个合并村，老四方溪村

组和新村部之间，是一条近80米宽的溪
河，一直以来未曾有桥。枯水季节，老四
方溪村组的村民踩着石头过溪。洪水季
节，只能望溪兴叹。

虽仅一溪之隔，两边发展却是“天壤
之别”。老四方溪村组因交通不便，出行
困难，经济发展滞后。

驻村第一天，戴继发就到老四方溪村组
走访群众。“我们盼修桥盼了几十年了，最大
的愿望就是建好桥。”村民们纷纷表示。

村民盼的，就是扶贫干部干的。戴继
发坚定地对村民说：“请你们放心，我们
一定想办法把桥架好。架不好，我不走！”

这一晚，戴继发一夜没合眼，整晚都
在想着如何把困扰村民脱贫致富的这个
大问题给解决掉。第二天天刚亮，戴继发
就跑回单位向主要领导汇报情况，“我在
村民面前立了‘军令状’，就算前面是‘枪
林弹雨’，我也要冲上去，把桥建好。”

敢打硬仗，戴继发的军人作风永不
变。他先后到县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
门跑项目、争资金。1个多月后，项目立项。

然而，很快就遇到了“拦路虎”。建桥
修路，需要把周边的一些树木移栽。村里
一邓姓村民的一棵桂花树死活不肯移
栽，甚至还架起围栏，拦住施工队，阻止
施工，引起全村人的公愤。

戴继发闻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劝
阻激动的村民，并保证处理好这件事。当
天晚上，戴继发自掏腰包，买了2瓶白酒
去登邓某家的门。

沿着崎岖的山路，视力不好的戴继
发艰难摸进邓某家。邓某一见戴继发就
要赶他出门。戴继发把酒一放，语重心长
地跟他说：“老邓啊，这桥是大家的桥，是
大家的希望啊。”

“你们这是割我的‘牛鼻子’，这桂花
树值钱啊。”邓某气呼呼地说。

戴继发说：“兄弟啊，这是你的‘牛鼻
子’，但你却拿着刀，捅全村人的心窝子。
桥不通，大伙儿脱贫致富就难以实现。”

坐在一条板凳上，戴继发耐心地与
邓某算账：公路桥通了，你不光可以卖桂
花树，还能运猪、牛和稻谷到城里去卖……
一番算账，越算越清白，心结也随之解开。
最后，邓某硬要拉着戴继发喝两杯。

在建桥过程中，凝聚了戴继发多少
心血，村里的乡亲有数。桥从 2018 年 6
月动工，到附属工程全部建完，戴继发守
护了500多个日夜。

今年1月18日，桥终于通了。村里的
乡亲兴奋地称之为“扶贫桥”“幸福桥”，
因为这圆了他们几代人的梦想。

桥通产业兴。今年上半年，村里发展
了鸡鸭养殖和桑葚、白桃、沃柑等水果产
业。便利的交通，拉动了经济发展，97名
贫困户甩掉了“穷帽”。

老兵和他的“扶贫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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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曾昭平

骄阳下，漫山遍野的油茶林沿山起伏，漫无边
际，熏风拂来，绿浪滚滚。6月29日，在邵阳县瓦屋
万亩油茶基地，笔者被眼前的茶林之海所震撼。

瓦屋油茶基地油茶林面积近万亩，由两家公司
和 6 个油茶专业合作社共同创建，带动贫困农户
603户、贫困人口（含易地扶贫搬迁人口）2045人参
与基地建设。

“我们以土地入股，跟公司按 6：4 比例分红。
闲时去基地做点事，80 元一天，一年有 3000 多元
吧。”谈起现在的生活，入住瓦屋安置区新房子的莫
正顺高兴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邵阳县坚持以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稳定
脱贫为目标，立足本县实际和产业基础，积极牵线
搭桥，引进“扶贫车间”；统筹各类资源，大力发展油
茶、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帮助贫困群众拓宽增收
渠道，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有力确保了易地搬迁
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科学制订产业规划

——“搬”出致富希望

易地搬迁，改变的只是贫困群众恶劣的生存环
境，而后续产业发展，才是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未雨绸缪，规划先行。邵阳县在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启动之初，就将后续产业发展纳入了易地扶贫
搬迁总体规划之中，实现与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发展。在集中安置点选址时就充分考
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坚持安置点向城镇集市、美
丽乡村建设点和产业发展条件好的地方靠拢。并
且，在安置点建设的同时，因地制宜，建设配套现代
化产业基地。

“把最好的地段让给贫困群众，把最大的实惠
交给贫困群众！”邵阳县主要领导高瞻远瞩，精心谋
划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布局。

目前，全县 5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点，建设了相

配套的油茶基地15个、扶贫车间24家、全域旅游等

特色产业基地 4 个，让易地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

业，把搬迁贫困户牢牢嵌在产业链上。

大力扶持后续产业

——“造”出就业路子

“一棵茶树一斤油，子子孙孙不用愁，百亩油茶
万斤油，讨了媳妇又盖楼。”邵阳县十里八乡流传的
这句顺口溜，是当地通过发展油茶产业脱贫致富的
真实写照。

“人挪活，树挪死，搬出穷山窝就是好。现在我

家不仅住上了新楼，还承包了50亩的油茶，每年稳
打稳的收入就有 6万多，日子越来越好啰！”看到山
坡上一片长势喜人的油茶林，家住蔡桥乡水口村易
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贫困户肖和国满脸喜悦。

“找到致富门路子、山上山下种果子、入股就业
得票子、幸福生活小日子。”如今，水口村安置区的
71户搬迁群众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油茶
产业已成为我乡搬迁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该乡党委书记蒋丰华感慨道。

邵阳县将油茶这个基础好、增收潜力大、受益
面广的产业确定为脱贫攻坚的领军产业、易地扶贫
搬迁的主导产业，多措并举，全力推动。建立推动
机制。成立了县油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建立了党

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抓全盘的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产业发展机制。创新扶持机制。专门设立了易
地搬迁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对搬迁户发展特色种
植、养殖及其他产业的进行补助。构建利益联结机
制。全面推行油茶种植“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经
营模式，企业或合作社以资金入股，扶贫对象以土
地资本和财政扶贫到户资金入股，投产后双方按投
入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实现各类经济主体的互帮互
助、互利共赢，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近年来，邵阳县通过扶持后续产业，发展油茶
23.2万亩，实现年产茶油 1.89万吨，实现产值18亿
元，帮助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1000元以上。2017年
—2019年，该县后续产业申报项目29个，新建油茶
林 19490 亩，发放奖补资金 529 万元，为搬迁群众
发放工资853万元。

同时，该县积极招商引资，引导各类企业进驻
易地扶贫安置区创办“扶贫车间”，让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增收脱贫，走出了一条群众增收、产业发
展、企业壮大、多方共赢的脱贫新路子。

“上楼住新房，下楼有活干。每天就在家门口
上班，月收入近3000元，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我想都
不敢想。”在该县梅溪集中安置区的扶贫车间里，唐
春秀边组装灯笼边笑着说，大儿子坐在旁边默默地
给妈妈递着加工材料。2019年6月，唐春秀一家五
口搬进了县城梅溪集中安置区，125平方米的楼房
宽敞明亮，大儿子有点残疾，只能带在身边，另外两
个儿子就在小区旁边学校读书。像唐春秀一样在

梅溪嘉园扶贫车间务工的安置户达50人。
目前，该县在各安置点开设扶贫车间 24个，涉

及灯笼、假发、鞋子、箱包等多个行业，安置贫困劳
动力就业3510人，就业扶贫车间建设成效明显。

全面拓展增收效果

——“稳”出幸福生活

马达轰鸣，机器飞转。6 月 30 日，位于邵阳县
蔡桥乡桂花村的一家腻子灰厂里一片繁忙。

“在政府帮助下，我前年办起了这个企业，生意
蛮好，一年赚20多万元吧。”老板肖建林手脚不停，
正忙着把一袋袋腻子灰码成堆。肖建林是该乡桂
花村的贫困户，2018年，他一家五口搬入水口村易
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并在乡村干部的帮扶下，办起
了腻子灰厂，承包了 150亩油茶，还带动 10多户搬
迁贫困群众走上了创业致富之路。

扶贫还得扶志，“输血”不如“造血”。邵阳县出
台优惠政策，积极扶持搬迁群众自主创业，发展特
色产业，尤其发展油茶产业。坚持就业培训指导、
提供就业帮扶，鼓励贫困群众学会、学通、用活一技
之长。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参与产业扶贫签订协
议的有1774户6875人，指导外出就业人数有2712
户5336人。

积极“开源”，开发就业岗位。为了带动更多贫
困户脱贫，邵阳县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引导各类企
业资本下乡，引进有实力、可持续、技术要求不高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其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对各
类经营主体给予适当奖补，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下、
有钱赚，从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盛夏时节，夫夷大地，资江两岸，决战脱贫攻坚
号角嘹亮，扶贫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产业兴旺奔小康
—— 邵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纪实

白仓瓦屋油茶林。小溪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扶贫车间。 （邵阳县发改局供图）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刘毅纯）今天，记者从
省扶贫办获悉，脱贫攻坚以来，湖南
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目前，全省每个贫困村都有 1 个
以上特色优势扶贫产业，带动350多
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贫困村，村村有产业。湖南紧盯
“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项
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目标，探索
出产业扶贫“四跟四走”“四带四推”
模式。印发《湖南省产业精准扶贫规
划（2016-2020 年）》，发布《湖南省

“一县一特”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指导
目录》，在全省贫困地区布局打造七
大千亿级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完善
县级产业扶贫项目库建设，帮助贫
困县确定扶贫主导特色产业，引导
扶贫产业有序发展。

贫困户，家家有事做。按照“产社
融合、村社融合”的要求，大力培育、
扶持、发展合作社，引导专业合作社、

致富带头人通过“公司+合作社（能
人）+贫困户”模式，跟贫困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开展产业帮扶。目前，全
省 51 个贫困县已有专业合作社 3.8
万余家；每个贫困村至少培养了1名
以上创业致富带头人。推进“千企帮
村万社联户”产业扶贫行动，构建“龙
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全省839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积极响应，投入资金超2亿元，帮扶
1805个贫困村发展产业稳增收。

拓展扶贫产品销售渠道，品牌效
益不断增强。湖南不断拓展扶贫产品
线上销售渠道，已在贫困村建成电商
服务站4200多个，开办电商扶贫小
店3.6万家，去年，电商扶贫年销售额
达150亿元。在贫困地区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提高扶贫产品知名度。截至
去年底，全省51个贫困县共有“三品
一标”1293 个。其中，绿色食品 506
个、有机食品 192 个、无公害农产品
576个、农产品地理标志19个。

湖南日报7月6日讯(通讯员 邓圣
明 黄浔 记者 孟姣燕)省医保局、省财
政厅、省扶贫办日前下发《关于做好边
缘户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对全面核实边缘户参保状态、明确边缘
户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补助标
准、资金来源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明确，边缘户参加城乡
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各县
市区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标准原则
上按照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标
准的 50%执行。所需资金从中央财
政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
金中列支。各地不得对边缘户个人
缴费实行全额补助。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收
官之年，湖南省对非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农户中，人均纯收入低于5000
元且有致贫风险的边缘户进行了全
面摸底。为确保边缘户全部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通知》
要求，医疗保障、扶贫部门要建立边
缘户信息定期比对机制。扶贫部门
进行名单统计后反馈给同级医疗保
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要全面核实
边缘户参保状态，并在医保信息系
统对边缘户进行身份标识。对未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边缘户，应逐一
动员、引导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
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通知》明确，要建立完善边缘
户参保资助工作台账。对于在确定
为边缘户身份之前已经参加2020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并足额缴费的，按
当地参保补助标准及时将补助资金
补发给边缘户。

此外，边缘户医疗保障待遇和
医疗费用结算服务暂按现行医保政
策执行，符合救助条件的要及时纳
入医疗救助范围。

湖南明确边缘户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个人缴费补助标准

原则上按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标准
的50%执行

湖南日报7月 6日讯（通讯
员 向友金 记者 李杰）记者今天
从常德市产业办获悉，今年1至6
月，该市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 87 个，总投资达 215.84 亿元；
新投产亿元以上产业项目69个，
总投资152.69亿元。

今年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常德市以“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为指引，抓好项
目、大兴产业。3月以来，常德市县
两级每月有项目集中签约、集中
开工等活动。4月28日，该市举行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52 个项目同
时开工，掀起产业项目建设热潮。

同时，常德市一批新开工产业
项目建设进入“快车道”，跑出“加速
度”。截至6月底，该市优德模塑蓝
牙耳机、昱升科技等13个项目实现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重庆药友原
料药国际化产业基地项目完成投
资2.6亿元；投资4亿元的桃源宝特

瑞能锂电池生产线项目开工仅2个月，就
完成投资1.2亿元，主体工程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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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有产业 家家有事做
湖南发展产业带动350多万人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进村入户暖心田，干群一家乐融
融。扶贫政策真的好，齐心修通致富路。”
近日，慈利县南山坪乡双福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章瑜在朋友圈发的一个帖子，引
来多人点赞。配图里，结对帮扶干部朱立
池在忙里忙外，就像自家人。这是张家界
市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四会”“四个一”
活动的真实写照。

“四会”“四个一”是由张家界市创新
性提出的脱贫攻坚解难题新举措，即针
对性召开党组会、屋场会、支部会、电视
电话会，结对帮扶干部需宿村一晚、在贫
困户家中吃一餐饭、为贫困户打扫一次
环境卫生、一起商量帮扶措施。

张家界市各级党员干部带着真情厚
意下村寨、入农家，把党的阳光、政府的
关怀送进每个贫困家庭，在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全力为贫困群众解难题、干
实事、帮真忙。

话家常 心连心
5月18日，桑植县澧源镇西界村贫

困村民卢英道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他就是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

西界村地势落差大、温差大，平均海
拔 600 米，最高海拔 1180 米，属于高寒
山区贫困村。村里脱贫攻坚目前进展如
何？困难在哪里？需要帮扶单位提供什么
帮助？

几条凳子一挪，摆开龙门阵，虢正贵
与卢英道像家里人一样聊起来。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张家界市开展
“四个一”活动，市委领导带头行动，全市
3.28万名结对帮扶干部带着深厚感情分
赴各村，夜宿农家，与村民话家常、寻对
策。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党员干部们通
过入户交心，为贫困群众打开了一把把
致富“金锁”。

在结对帮扶干部李良成牵线下，永
定区谢家垭乡昌溪村贫困户梁红梅在
广东韶关一家针灸馆，找到了一份称心
如意的工作，每月工资近6000元。结对
帮扶干部邓文华为武陵源区天子山镇
黄河村贫困村民刘正浓的儿子申请到
3000 元助学金，并帮助刘正浓解决了

家里厨房修建问题。慈利县溪口镇云岩
村贫困户朱西松自产的农产品，在结对
帮扶干部鲁观清帮助下，销售一空。桑
植县陈家河镇黄木潭社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王朝化在结对帮扶干部王委帮助
下，用几天时间，就解决了家里土鸡销
售问题……

听意见 解难题
“只用了 20 天，就完成了选址、征

地等工作，年底能建成投产。”桑植县
官地坪镇梯市村驻村干部、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唐芳雄告诉记者，为提高 430
亩莓茶的附加值，张家界市纪委监委
在村里召开常委会，决定帮助村里新
增一个莓茶加工厂，114 户种植户直接
受益。

同时，在永定区王家坪镇太阳山
村，区民政局召开党组会，现场研究决
定投入 50 多万元，建设、硬化 1.5 公里
通组公路、入户公路。同时，投入 3 万
多元，着手修复被洪灾损毁的 15 盏路
灯。

只有越靠近贫困，深入了解贫困，才

能战胜贫困。张家界以“四会”为抓手，让
扶贫扶到每一个“盲区”和“缺口”。

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后盾单位把
党组会开到帮扶村，逐户研究增收措施
和突出问题整改。后盾单位领导和驻村
工作队、村支两委在各村寨召开屋场
会，实地听取群众意见，就地解决实际
问题。同时，各级党支部及时召开支部
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最新讲话精神，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
坚。市县驻村帮扶办每周一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对扶贫工作进行全面精准调
度。

“一经提出，立马解决。”武陵源区
索溪峪街道双文村贫困村民唐会勇说，
屋场会上，他和部分群众提出缺生活用
水的问题后，有关工程第二天就动手修
建，一个月完成验收，如今已准备投入
使用。

据统计，自4月15日以来，张家界市
已有75%的市、县直单位到其帮扶的贫
困村召开了党组会。同时，全市召开屋场
会5800余场，为贫困村与贫困群众解决
生产生活难题近3万个。

把关怀送进每个贫困家庭
——张家界市“四会”“四个一”破解脱贫攻坚难题

3秒过！
长沙机场可自助验证健康码

身份证或手机“扫一扫”即可通行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刘晟盛 章剑）湖南旅客
乘飞机返回长沙时，无需人工验证健
康码了。从5日起，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两个航站楼共13条全新自助健康码
闸机验证通道正式启用。凡持有湖南
省个人健康码的旅客，只需“扫一扫”
个人健康二维码或身份证，验证为绿
码可最快3秒钟完成自动识别通关。

在T2航站楼到达厅，一名旅客
拿出身份证，平放于自助健康码闸
机口处的扫描感应口，经识别为绿
码后，闸机验证通道的闸门自动打
开，旅客即可通行。

旅客也可直接在手机打开自
己的个人健康码，对准闸机口扫描
感应口，进行验证通行。如果验证
为无码或红黄码，闸机会发出语音
警告并自动关闭通道。

目前，自助健康码闸机仅限于

乘飞机到达长沙机场的湖南籍旅
客通行。长沙机场将根据实际情
况，在航站楼所有查验通道加装人
脸识别系统。

记者了解到，长沙机场当前继
续落实防疫措施，对所有进出航站
楼人员进行体温监测，所有旅客均
需扫码验证健康信息。进京旅客在
值机时，柜台上方屏幕以及出发厅
各处均放置有扫码提示，旅客可扫
码登录“京心相助”小程序，登记入
京所需信息。

机场提醒旅客，如果有下述情
况之一，请主动填写《长沙机场疫
情防控工作旅客信息表》：14 天内
有国外旅居史；来自中高风险地
区；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有发热、
乏力、干咳等症状；14 天内接触有
发热、乏力、干咳患者。如对信息隐
报瞒报，将承担相关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