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雨淅淅，万物生长。 站在自家的新
枣林里， 邵阳县郦家坪镇新铺岭村农民
邓作军满心欢喜 ：“等明年枣子全部出
产，我家就再也不是贫困户了。 ”邓作军
2012年被定为扶贫对象，最近几年，各级
扶贫部门除了给他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外， 还积极引导他加入邵阳县郦家坪镇
“十峰冬枣合作社”， 发展良种冬枣6亩。
合作社向邓作军提供技术指导， 并与之
签订包销收购合同。 今年冬天，这批枣林
即可部分挂果，明年可全部出产，每亩产
值可达1.2万元。

与扶持邓作军一样， 针对一家一户
制定扶贫政策，因地制宜实行产业扶贫，
真正打通全面小康的 “最后一公里”，正
成为我省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 “新战
术”。

“两不愁、三保障”：
新一轮扶贫新目标

据省扶贫办最新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3年底，我省仍有640万农村人口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 按理说，扶贫工作持续了
几十年，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何以现在
的贫困人口数量还是如此之大？

这是因为，2011年底，中央决定将农
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价）作
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我省按此标准执
行，也就是说，年纯收入低于这个扶贫标
准的农村人口， 都被纳入帮扶对象。 而
2300元的扶贫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扶
贫标准提高了92%。 由此，我省当时的贫
困人口陡然增加700多万人。

这个大幅提高的扶贫标准， 蕴含的
正是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本质： 扶贫开
发工作已经由单纯的解决农村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阶段， 转到巩固
温饱成果、 加快脱贫致富、 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
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 《湖南省农村扶
贫开发实施纲要 （2011－2020年 ）》，提出
了我省农村扶贫开发总体目标： 到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稳定实现扶
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
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 实现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 、生态全面发展 ，贫困地区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城
乡居民收入与GDP增幅
基本同步， 基本公共服
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
省平均水平。

变 “大水漫灌 ”为 “精
准滴灌”：

新一轮扶贫新思路
观念在改变，目标在提高，手段也必

须跟着改进。 过去扶贫着重保温饱，实行
的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大水漫灌”式
扶贫。 不论贫困深浅程度如何，扶贫政策
落实下来差别都不大， 结果， 钱花了不
少 ，效果却不理想 。 “费力不讨好 ”的做
法，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耽搁了脱贫进
程。 为此，我省将从今年起，按照变“大水
漫灌”为“精准滴灌 ”的“精准扶贫 ”新思
路 ，在摸清底数 、找准穷根的基础上 ，实
行分类指导、因户施策，通过有针对性的
帮扶措施，把贫困户托在底线之上，并设
法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改善他们的生
活条件， 帮助他们迈入建设全面小康的
第一道“门槛”。

我省今年正在开展的建档立卡工
作， 要求扶贫开发对象必须是以户为单
元，家庭主要劳动力在60岁以下、有劳动
能力， 处于扶贫标准线下的农村家庭居
民。 民政部门已识别登记的农村低保户
和五保户， 这次全部纳入贫困人口范围
一并建档立卡。

下一步， 各地将依照省里下达的贫
困人口规模，根据贫困状况分解到乡镇、
村。 乡镇和村按照“好、比较好、一般、贫
困、深度贫困”等五类标准分解指标。 贫
困人口识别出来后， 分批帮扶并实施动
态管理，做到“有进有出”。

“发展生产、托住底线、关心教育”：
新一轮扶贫新重点

建档立卡之后， 必须精准细致地落
实扶贫措施才能使好政策迅速发挥作
用。 我省将坚持整体联动和突出重点相
结合 ，加强分类指导 ，实行 “一乡一策 ”、
“一村一策”，一家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
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确保扶到最需要
帮扶的群众、 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
方。

具体来说， 今后的扶贫工作将重点
突出做好三件实事。

一是做好实事求是发展生产的实
事。 各级各单位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因地
制宜 ，因户制宜 ，做好产业发展规划 ；千

方百计提高贫困农民在区域特色产业开
发中的参与程度； 充分发挥金融在产业
扶贫中的助推作用； 鼓励贫困地区农业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贫困农户
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为
贫困农民发展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

在精准扶贫的要求下， 搞产业扶贫
同样不能简单实行“普惠”政策。 省扶贫
办给出的策略是“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
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一起跟着产业项
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只有这样，
才能使扶贫资金真正发挥引领和助推作
用。

二是做好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的实
事。 瞄准贫困对象，积极推进水、电、路、
气、房和环境整治“六到农家”，改善村民
生产生活条件 ；认真抓好上学 、就医 、养
老、低保、五保和村集体经济各项工作落
实，托住基本生活这条底线。

三是做好关心下一代教育的实事。 通
过抓好“雨露计划”，为贫困农民转移就业
创造条件，提供机会；通过抓好贫困地区贫
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补贴， 保证贫困农民
子女不因贫困失学辍学， 确保不输在起跑
线上，避免贫困“代际相传”。

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 只有每户人
家都获得了有的放矢的扶持，学会了“捕
鱼之术”，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才算
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新一轮扶贫攻
坚战才算赢得了胜利。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刘勇）

■链接

考核贫困地区
不再GDP至上

我省今年出台的 《关于创新机
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
施意见》提出，在国家和省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片区）县进行考核机制改
革： 以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考
评指标体系为基础， 按照中央组织
部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相
关要求，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健全
考核机制， 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
产总值 （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转变， 把提高贫困人口生
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
要指标， 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
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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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我们有茶农开起了保时捷车哩！ ”今天，“同心工
程”大湘西片区推进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召开，近年来在工程中受益的保靖县葫芦镇黄金
村村民们高兴地说。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李微微指出，“同心工程”对接服务大湘西，要紧
扣扶贫主题，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公益扶贫上
对接优势、整合力量、发挥作用。

踏着彩云下乡去，阿哥阿妹采茶忙。上午9时
许，李微微一行来到“同心乡村”保靖县葫芦镇黄
金村，只见连片茶园绿得冒油。 作为黄金茶原产
地，该村通过与隆平高科等企业联姻，推行惠农
订单茶叶种植， 仅2013年就收鲜茶叶10多万公
斤，茶农户均增收7万多元，富起来的茶农有的还
开起了保时捷车。 李微微非常高兴，鼓励村民继
续通过产业帮扶，带动周边更多乡亲致富圆梦。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有200名寒门学子
获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项目”资助，首批

毕业生们今年将推荐到企业顶岗实习和就业。在
乾城侨心怡海学校，统战文化进校园活动如火如
荼开展，丰富的统战文化漫画，惹得大家驻足观
看。“同心社区”乾州古城社区古风古韵，吸引广
大统战成员投身创业富民， 直接带动就业2000
余人。 李微微赞赏当地所取得的成绩，并要求从
支持政策和项目配套上整合推广。

下午的推进会上，李微微听取了各市州有关
情况汇报。她指出，“同心园区、同心项目、同心社
区、同心乡村”创建活动是“同心工程”在市县两
级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化、有形化，有利于推动省
市县同频共振、联合联动。 统一战线在大湘西片
区推进“同心工程”，抓“四同”创建活动，必须要
在国家扶贫开发大战略中来谋划、来布局、来实
施。 要立足大湘西资源禀赋，围绕“一家一”助学
就业、绿色产业发展等建设，进一步发挥统战成
员的主体作用，善于借力，整合资源，突出质量效
果，形成叠加效应和乘积效应。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上午，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授予金融许可证，标志着全国文化行
业首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正式挂牌运营。 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出席相关活动。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批复，湖南出版投资控股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其中中南
传媒出资7亿元，占比70%。 公司业务范围包括财
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交易款项收付、经批准
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企业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吸
收存款、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同业拆借等。

据悉，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系全国文化企业首获“金融牌照”，创“产融结合”
先河。业界分析认为，该公司的创立，标志着一支
新生文化金融力量从此诞生，将对国内文化产业
与金融行业的“产融结合”，产生积极探索作用和
示范意义。

去年10月，中南传媒公告拟与控股股东湖南
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
今年3月25日，由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
共同制订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
见》正式出台。 在此背景下，财务公司顺利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产融结合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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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文化企业首获“金融牌照”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公司挂牌运营

5月6日，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桂花社区的青年志愿者， 看望失独母亲王嫦娥， 给她送上母
亲节的祝福。 当天， 该社区开展为失独家庭母亲送温暖活动， 让她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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