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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鲜明而又
坚定的政治性， 继承而又创新的理论性， 引
领而又担当的时代性， 统筹而又具体的实践
性， 是我们党迈向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谱
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11月23
日， 党的十九大代表、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
贵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当前， 张
家界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围
绕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突出抓重
点、 补短板、 强弱项， 力争在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实践中彰显新气象、 贡献新作
为。

发挥生态优势， 当好龙头示范
“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 生态是最宝贵

的财富。” 虢正贵介绍， 张家界作为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 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
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 国内外
知名旅游目的地， 共有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达71%，
以绝版和独特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 是世界
罕见的旅游资源富集之地。

“旅游业是张家界的支柱产业， 保持山
清水秀是发展旅游的生命线。” 虢正贵表示，
建设生态文明， 既是张家界发展的必由之

路， 也是优势所在， 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 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 将进一步挖掘
放大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优势， 实施“对标
提质、 旅游强市” 战略， 在“锦绣潇湘” 全
域旅游基地建设中发挥好龙头作用， 加快建
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努力绘就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张家界样本”。

抓牢底线任务， 推进脱贫攻坚
虢正贵介绍， 张家界是全省脱贫攻坚主

战场之一， 过去3年共减少贫困人口15.16万
人， 贫困村脱贫出列108个， 贫困发生率从
20.1%下降到10.34%， 武陵源区在全省率先
实现整区脱贫“摘帽”。 目前尚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42617户139330人未脱贫， 308个贫
困村未退出， 3个区县未摘帽， 时间紧， 任
务重， 责任大。

“要提振精气神， 千方百计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虢正贵言语铿锵、 信心满满。
他表示， 将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动力，
把脱贫攻坚责任扛在肩上， 对照形势任务找
差距， 补齐思想认识上的短板； 对照脱贫目
标找差距， 补齐工作短板； 对照美丽乡村找
差距， 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 对照工作作风
找差距， 补齐担当作为的短板。 聚焦问题抓
整改， 担当作为抓落实， 严格按照“两不
愁、 三保障” 脱贫要求和“三率一度” 考核
标准， 做到精准查核、 精准覆盖、 精准帮

扶、 精准验收， 确保与全省同步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

坚持创新引领， 增强发展活力
虢正贵介绍， 当前张家界经济总量仍然

小， 发展依然不充分， 人均水平低， 发展能
力弱。

如何将规模小、 盘子小的劣势转化为调
头快、 转型快的速度优势和后发优势， 虢正
贵表示， 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 解放思想， 扬长补短， 凝心聚力
抓项目， 科学谋划促发展， 在新起点上实现
新跨越。

虢正贵说，将以创新产业平台为核心，放
大自身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政策优势，大力
发展新型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旅游商品
加工等具有地域特点的主导产业， 做强做优
做大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为重点，加大研发
和技改投入，推动产品创新，精心开发“张家
界礼物”， 打好“张家界大鲵”“张家界蔬菜”

“张家界茶”等特产品牌；以文化创新为关键，
挖掘张家界特色文化中的创新特质， 扶持培
育土家织锦、土家刺绣、砂石画等一批文化创
意、 文化旅游、 旅游演艺等领域知名文化企
业；以创新人才为支撑，推进人才发展战略，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积极壮大人才队伍，培养
造就和引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为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陈斌

在永州市零陵区蒋家村， 有个叫李长
华的农民， 他采用玉米粉养鹌鹑、 鹌鹑粪
便做肥料种玉米的办法， 养殖产蛋鹌鹑1.6
万只， 到年底预计可帮助32户贫困户户均
增收1.6万元。

11月23日， 寒风冷冽， 但是在蒋家村
李长华的鹌鹑养殖场里却温暖如春， 上万
只鹌鹑正在进食， 不时有鹌鹑蛋滚落出来。
今年42岁的李长华一边收集鹌鹑蛋， 一边
和记者聊起了他养鹌鹑的故事。

李长华高中毕业后， 在广东佛山等地
闯荡多年。 2014年春节前夕， 他在零陵城
区徐家井市场购年货， 发现鹌鹑蛋很畅销，
于是萌发了养殖产蛋鹌鹑的念头。 春节后，
他辞去广东的工作， 回到家乡， 在自己家
里建了一个鹌鹑养殖场。 刚开始， 他网购
了200只鹌鹑。 由于不懂技术， 几天时间，
鹌鹑死了一大半。 后来， 李长华自费到四
川南充一大型养殖场学习后才知道， 造成
鹌鹑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气温过低。

回来后， 李长华经过反复摸索得出经
验，鹌鹑刚孵化岀来3天内必须放在37℃的
保温箱内，10天后再调为30℃左右。 2个月
大的鹌鹑开始产蛋， 此时温度必须保证在
20℃以上。

“产蛋率高低， 除了与温度有关外，
喂的饲料也很关键。” 李长华说， 产蛋鹌鹑
主食是玉米粉、 花生壳粉和豆粕粉， 要按
比例搭配好。 蒋家村主要出产玉米、 花生、
大豆等， 李长华抓住这些优势， 利用处理
发酵后的鹌鹑粪便种玉米， 提高玉米产量。
2016年， 他义务帮扶4户贫困户发展玉米
种植210亩， 并按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收
购他们种的玉米。 同时， 李长华手把手教3
户贫困户养殖鹌鹑1800余只。 去年， 他义
务帮扶的7户贫困户户均增收达1.5万元。

今年初， 李长华成立了永州市农业特种
种养合作社，全村32户贫困户都加入进来，合
作社共养殖鹌鹑1.6万只，种植玉米810亩。

目前， 合作社的鹌鹑蛋在永州市场供
不应求。 谈到明年的打算时， 李长华说，
将扩大鹌鹑养殖规模到6万只， 力争户均增
收2万元以上， 确保全村贫困户都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纯意 覃王平

“我是高砌头村黄牛养殖户小谢， 农
庄需要牛肉吗？”

“明天有60多个外地游客到农庄来，
可以先订餐吗？”

11月20日，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洪树坪
村“苗家水寨” 负责人蔡桂军的手机响个
不停， 生意一单接一单。

洪树坪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4户336
人。 今年村里引进公司， 采取“企业+村
级组织+18个户外俱乐部” 模式， 流转村
民土地200亩， 建起了一个集休闲旅游、
户外运动、 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现代农庄“苗家水寨”。

10月28日， “苗家水寨” 开园迎客，
奏响了一曲助农增收、 解困脱贫的幸福
歌。

一个柚子引发的故事
“柚子一个，重2.8公斤，20元。”前不久，

“苗家水寨”大厅柜台上，一个大沙田柚，一
张明码标价的纸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这
是村里贫困户陈光东的“促销广告”，他只卖
一个柚子，大家觉得好奇。

陈光东说， 前几年嫁接的沙田柚， 今
年只挂果成熟一个柚子， 而且是大个， 舍
不得吃， 就拿到农庄来卖。 蔡桂军知晓后
很是心酸， 不仅买下陈光东的柚子， 而且
安排他到农庄干活， 每月2000元工资。 陈

光东开心地说， 今年脱贫有望了。
村民陈三也不例外， 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 她是贫困户， 她原来和丈夫在县城打
零工， 仅仅能维持生计。 听说“苗家水寨”
招聘， 她回乡应聘成了农庄的服务员 。
“有了城里人上班的感觉， 还可以照顾家里
的小孩和老人， 真是心满意足了。” 陈三十
分开心。

洪树坪村党支部书记孙家龙介绍， 村
里有30多个村民在农庄务工， 其中贫困劳
动力25人， 每人每月2000多元收入。

“订单买卖划得来”
陈玉芬老人今年80多岁， 时不时送菜

到“苗家水寨”， 直夸在家门口也可以赚钱
了， “人老了， 日子却越过越有盼头”。

贫困户颜永忠家里散养的山鸡已不愁
销路， 农庄高价收购， 每公斤70元。 “订
单买卖划得来， 已给农庄送3次山鸡了， 得
了3000多元‘真金白银’。” 颜永忠说。

目前， “苗家水寨” 已发展订单农户
52户， 收购本地蔬菜、 畜禽等农副产品价
值达5万多元。

“农庄流转土地200亩， 其中21户贫
困户土地45亩， 每亩每年固定租金800元，
共有3.6万元。” 二酉苗族乡党委书记林杰
欣喜地盘算： 明年农庄计划养殖稻花蟹
200亩， 42户贫困户流转土地80亩， 可增
收6.4万元。

扶贫模式新了， “苗家水寨” 火了，
苗家山民笑了。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翼张

“如果没有村里基金会帮助， 我孙子
就读不成大学了， 我非常感谢他们！” 11月
中旬， 安化县奎溪镇雾寒村村民张怡常对
记者说。

张怡常的孙子张文涛就读于中南大学，
他在农村的父母常年患病， 家境贫寒。 村
里“孝行敬老基金会” 每年资助他2000至
3000元， 直至其大学毕业。

“孝行敬老基金会” 是由雾寒村几位
在外地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发起成立的， 主
要用于孝老爱亲和扶贫帮困。

雾寒村位于安化县六步溪保护区西南
部， 这里山高林密， 交通不便。 2011年，
该村在外办企业、 开公司的张泽跃、 唐春
根、 彭加吉等人， 每人每年拿出3至4万元，
发起成立“孝行敬老基金会”。 基金会对村
里70岁以上老人， 每人每年发放720元以
上养老金。 此外， 还对罹患大病的贫困村

民以及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给予资助 。
2013年以来， 已发放扶贫助学金6万多元。

村民杨超英说， 是乡亲张泽跃救了他
的命。 2012年， 杨超英患上颈脊髓损伤和
急性肾损伤， 住院3天就花了近5万元。 他
家里贫困， 妻子不堪重负离他而去。 在长
沙经商的张泽跃得知， 帮杨超英联系长沙
的医院治疗， 送给他2000元， 还组织在长
沙的老乡为他募捐。 “孝行敬老基金” 也
资助他6000元。 杨超英治好病后， 张泽跃
又帮他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他有了稳定的
收入。

目前， 雾寒村有108户贫困户， 在外
地的乡友与他们结对帮扶， 其中已有6人每
人结对帮扶5户贫困户。 45岁的刘朝金因
身体不好， 年纪较大又无一技之长， 外出
打工没人要。 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电子加
工厂的老乡彭加吉与他结对， 将他招聘到
自己的工厂帮工， 月工资有3600元， 刘朝
金脱贫有望了。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雷振华） “现在，每个月都有新鲜蔬菜上市，光萝
卜等一个月就有3万多元的收入。 ”今天，于清华
在位于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蔬菜基地高兴地告
诉记者，幸亏“救灾贷”及时帮忙，使自己的损失降
到了最低。 今年， 农行永州分行发放“救灾贷”
3000万元，使1.5万亩受灾田地重新焕发生机。

今年7月， 突发的洪灾让于清华1027亩
优质蔬菜和粮食基地毁于一旦， 直接损失达
1220万元。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农行永州分
行三农服务团队联合农信担保公司主动来到
他的基地， 了解受灾情况， 为他推荐了免抵
押、纯信用、低利率（贷款基准利率）、财政贴
息50%的“惠农担 救灾贷”，并现场为他办理

了受理和调查手续， 3天后，245万元贷款一
次性划到了他的银行账户。 9月份，于清华利
用贷款重新整理了土地，购买了种苗、有机
肥和滴灌设施，补种了10多种蔬菜瓜果。

今年，永州市像于清华一样受益“救灾
贷”的种养大户达60户。为确保“救灾贷”投放
到位，农行永州分行实施“一把手”负总责、
分管领导负主责、三农客户经理负责受理、调
查等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 使全市所有受灾
县区符合救灾条件的种养大户都得到信贷扶
持，赢得了补损救灾的时机。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鹌鹑蛋 金灿灿

“苗家水寨” 幸福歌

抱团帮扶贫困乡亲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王金银

11月27日，长沙市望城区的危姓老婆婆
躺在病床上， 对前来看望的望城区公安消防
大队官兵说：“感谢你们救了我！ ”

11月21日晚7时6分，长沙市望城区公安
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 位于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聚缘路与高裕路交会处建筑工地上， 一名
64岁的老婆婆失足掉入一口深井中。 该大队

立即出动一台抢险救援车和8名消防官兵，赶
赴现场营救，并通知120医护人员一并赶赴。

晚7时12分到达现场，救援官兵发现一口
敞开式的水井底下传出微弱的哭喊声， 井内
黑不见底。他们用强光灯照射查探，判定这是
建筑用井，井口直径约50厘米，深约20米。 据
了解，老婆婆当时已跌入超过5小时，加上天
气寒冷，情况十分危急。

“您别急，我们马上下来救您！”救援官兵

一边朝井里喊话安抚， 一边迅速在井口安装
救援三脚架和救生吊带。 救援班班长张小欢
主动请缨下井救援。 晚7时15分，张小欢在其
余官兵帮助下降入井内。接近水面时，为确定
立足点，他将身体浸入冰冷的井水中。经仔细
检查，发现老婆婆的头部与腰部均严重受伤。

“我不行了，孩子你上去吧，莫连累你。 ”
张小欢为老婆婆系安全腰带时， 老婆婆精神
已近崩溃，要求放弃救援。“再坚持一会，马上
就能上去了！ ”在张小欢不断鼓励下，老婆婆
终于配合系上安全腰带。 随着井底传出上升
信号，地面上官兵们齐心协力拉绳索。晚8时2
分，被困老婆婆成功升井，官兵们迅速将其抬
出，送往医院急救。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市（州）委书记访谈

彰显新气象 贡献新作为
———访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

桂东贫困村电网
完成升级改造
11月27日， 桂东县桥头乡下

丹社区鹅颈里2号台区，技术人员
在给新安装的变压器线路搭头，
标志着该县66个贫困村的电网升
级改造基本结束。 今年，国家电网
投入资金7800余万元， 对该县66
个贫困村的电网进行升级改造，
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邓仁湘 摄

农行永州分行发放3000万元“救灾贷”
1.5万亩水毁田地焕发生机

老婆婆失足落深井
消防兵冬夜忙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