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这个月又有一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的城市规划、经济研究、环境保护等领域的
专家教授来岳阳柔性挂职。”12月12日， 第四
批柔性引进的10名专家名册， 已经摆上了岳
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的案头。

算上今年6月以来引进的80名专家教授，
今年底， 将有90名高端人才在岳阳柔性挂职
服务。

原定计划三年引进百名专家， 半年左右
就已接近任务目标，效率大大超越预期。

“这里有满满的诚意，有舒适的环境，有
广阔的舞台， 岳阳是我们干事创业的热土。”
来岳阳挂职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
熊承良如是说。

孔雀洞庭群飞， 创新发展加速。12月初，
记者来到岳阳这片热土， 感受柔性引才行动
释放的“红利”与激情。

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我省唯一通江达海的港口城市， 国家首

批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与武汉、长沙都在“一
小时高铁圈”内……在湖南，岳阳拥有独特的
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然而，人才创新能力不
够强、党政干部专业化程度不高、高端人才引
进难等问题依旧突出， 成为制约岳阳发展的
现实瓶颈。

如何补足高层次人才短板， 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岳阳市委书记胡
忠雄给出答案：“唯有创新人才理念， 实施更
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才能在日趋
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今年初， 岳阳市委将引进高层次人才作
为破题之道，实施“百名专家挂职岳阳”柔性
引才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面向全国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引进100名左右具有博士以上

学历或正高以上职称的专家教授到岳阳柔性
挂职，通过顾问指导、兼职服务、项目合作、技
术咨询、授课讲学、调研指导等形式，为岳阳
的发展“添砖加瓦”。

量身订制 “需求单 ”，“按需
索骥 ” 觅人才

要想引进人才， 首先得弄清楚岳阳急需
哪些方面的专业人才。今年初，岳阳市委组织
部成立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各市直部门和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对各
地各单位的专业领域高端人才短缺现状及需
求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城陵矶新港区需
要外贸和物流专家、市科技局需要熟悉‘互联
网+’的人才、市一人民医院需要资深外科医
生……”通过2个月的走访调研，市委组织部
量身打造了一份人才“需求单”。

荩荩（下转4版②）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李金山 阳新 刘献春）“玫瑰在湘南丘
陵山区，以初冬、初春栽植成活率高……”近
日，在衡南县栗江镇余岭村阳明山玫瑰种植
基地，湖南广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广林向种植户讲授玫瑰栽植技术。

衡南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已在
栗江、鸡笼、泉湖等11个乡镇，建立玫瑰生产
基地5000多亩， 从事玫瑰种植与玫瑰香猪
养殖的贫困户有2000多户。

据了解，衡南县境内有68万亩紫色页岩
山地，易风化，通透性好，土壤微量元素含量

丰富，适合玫瑰（玫瑰花、玫瑰果）生长。近年
来，该县把玫瑰产业列为13个重点扶持的农
业特色产业之一，在资金信贷、品牌宣传、考
核奖励等方面给予倾斜，并大力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 各乡镇经管站还指导玫瑰种植大
户，与县玫瑰产业龙头企业湖南广林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让农户吃下
“定心丸”。

同时，衡南县农业、林业、财政等部门加
大扶持力度， 支持玫瑰产业龙头企业向省、
衡阳市申报各类项目， 优先安排项目资金。
去年推荐湖南广林公司申报创建全省现代

农业特色产业园，补助项目资金100万元。今
年， 向省农委申报乡镇一二三产业融合项
目， 将玫瑰产业作为重点特色产业扶持，把
衡南打造成全省“玫瑰之乡”。

衡南县委书记杨洪峰说， 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
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为衡南
发展玫瑰产业提供了指引。衡南将力争在“十
三五”期间，全县玫瑰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其
中玫瑰花2万亩、玫瑰果8万亩，有机玫瑰产品
深加工年产值达到45亿元， 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最大的玫瑰花、玫瑰果种植与加工基地。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近日，装机20万兆瓦的中广核白果岭
风电场完成环评公示，即将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资源日益枯竭的冷水江市迎来了新能源
产业。

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和我
省老牌能源工业城市， 冷水江市资源枯
竭、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集中凸显。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推
进， 冷水江市全面推进工业提质转型，把
“塌陷”之危变成“洼地”之机，通过升级提
质“老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激发内
在活力和动能。

冷水江市“刮骨疗伤”，淘汰落后产能
甩掉束缚。消化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
化学品等行业落后产能。通过关闭、整合，
涉锑和煤炭企业从高峰期的220家、245家
分别减到9家、16家，成功退出全国50个煤
矿安全重点县市行列。推进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拉长产业链条，推动钢铁、有色等传
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聚焦高端锑品，打
造世界级锑产品研发和交易中心，掌握国
际锑价话语权。形成新型合金钢、特种钢、
紧固件产业，打造中南地区最大不锈钢产
业基地。

同时，该市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 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
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新材料、新能源、
新医药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大乘医药研
发的重金属土壤修复剂，具有10亿元级市场
前景；三A化工成为全国三大无机硅生产基
地之一； 鑫达新材料40%的产品出口欧美，
市场占有率跻身全国同行业前三。截至10月
底，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8亿元，同
比增加36.4%。

传统产业稳步提升，新兴产业和商贸服
务业快速崛起，全市产业结构变“轻”、发展
模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现代经济体
系初具雏形。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曹娴）今
天上午，在猎豹汽车长沙新生产基地，随着
长丰集团、广汽菲克、广汽三菱、上汽大众、
比亚迪、吉利汽车等省内14家主要整车生
产企业负责人同时按下下线“启动键”，我
省汽车年产量突破100万辆。

近年来，我省坚持做大做强汽车产业，
引进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支持，推动产业跨

越式发展。继2011年我省汽车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后，2016年全
省汽车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 其中，
整车产销超过95万辆，整车产值达到1122
亿元。发展质量与产业规模同步跃升。去年
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42.5%、137.9%， 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127%以上。 荩荩（下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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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刚刚闭幕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释放
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要一心一意强产
业，大刀阔斧抓项目。

省委决定，明年在全省开展“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作为抓手，就是要抓好100个
重大产业建设项目， 抓好100个科技创新项
目，抓好100个重大产品的创新，引进100个
500强企业，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这五
个“100”，是湖南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也是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项目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湖南强。
抓经济关键是抓产业、抓项目。而抓项目、
抓产业也一直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经济
工作的主线———仅就2017年而言， 从新春
上班第一天，省领导便兵分四路，深入长株
潭等地产业园区专题调研实体经济和产业
园区发展，到年中高规格召开产业发展现
场推进会 ；从实施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
乡”，到“对接500强 提升产业链”等五大开
放行动，湖南用一个个具体产业和项目，推
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落实落地。

从项目建设上看，我省当前最大的问
题依然是项目总量不多、质量不高，基础项
目偏多、产业项目偏少。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明确了
“四大体系”“五大基地”“五个强省” 的目
标。无论是战略的实施，还是目标的实现，
最终都要落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没有项
目，创新和开放就没有“根”。

新中国成立之后， 正因为株洲“331”、
湘钢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落户湖南，湖南

才有基础建设起门类相对齐全的现代工业
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抓住机遇培育出
诸如三一、中联等一批标志性企业，它们奠
定了湖南某一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地
位。进入新时代，湖南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
展，就必须有一批与时代发展特征、发展要
求相匹配的产业项目。

推进项目建设， 绝非简单的铺摊子，也
不是“捡到篮子都是菜”的低水平投资，必须
以实体经济为核心，选好、抓好一批有潜力、
有后劲、带全局、利长远的项目，抓住智能制
造这个核心，提质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 推动湖南制造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发展，努力
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湖南智能制造高地。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 重大产
业项目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一点而带全局，
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调整产业结构、实
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祁阳引进凯
盛鞋业， 结果短时间内形成了轻纺制鞋产
业集群；在泸溪，除了久负盛名的椪柑外，
近些年来神奇崛起在全国拥有市场话语权
的新材料产业，铁建重工只用了10年时间，
便做到了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位置……要
彻底摆脱湖南项目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的
短板、弱项，就得引进、培育出数量更多、体
量更大、市场话语权更强的产业项目。

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在工作导向上
要突出正向激励，健全完善有利于产业发展
的目标体系、支持政策、考核办法、奖惩机
制，形成推进产业项目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政
策环境。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实现湖南产
业项目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喜人局面。

结构变“轻” 模式变“绿” 质量变“优”

冷水江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衡南打造湖南“玫瑰之乡”
力争“十三五”期间，玫瑰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

牵住产业项目建设
这一“牛鼻子”

——一论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湖南年产汽车突破100万辆
成为我省工业经济重要支撑

借外智 强内功
———“百名专家挂职岳阳”柔性引才行动工作纪实

华灯
耀橘洲
12月24日晚， 长沙

市橘洲沙滩乐园， 市民
在园内赏灯。当天，2018
橘洲灯彩嘉年华正式亮
灯， 数万盏自贡非遗彩
灯、梦幻酷炫的光影秀、
重现丝绸之路的艺术沙
雕等精彩登场， 万盏华
灯耀橘洲。 本次活动将
持续至2018年3月2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2月22日， 双牌县麻江镇廖家村芦笋
种植基地扩建现场热火朝天，村道“白改黑”
实施，一家连锁酒店投资100多万元新建的
农家乐开业……省林业厅驻廖家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52岁的省林科院研究员袁巍走路
一阵风，他说：“还有好多事要做！”

今年， 廖家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预
计达4125元，全部超过脱贫收入标准。

“我不要租金都行！”
2015年4月， 省林业厅帮扶工作队进

驻廖家村时，村里的产业只有水稻。
进村第二天，工作队起早贪黑入户了

解情况，下到田间搞调研。村秘书廖卫兵
说：“半年里， 他们每户人家去了不下十
次。”不久，因超负荷工作，袁巍病倒了，医
生建议他休息。可他只拿了点药，立即返
回廖家村。

通过调研， 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决定，

集中流转全村耕地，成立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发展芦笋、酥脆枣、葡萄和林下种植、
养殖，全面实施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规
划。为打开局面，工作队一户户上门做工
作，顶着烈日、迎着风雨下田示范。

当初，贫困户廖枝林死活不肯把耕地
流转到合作社，还四处说：“耕地流转到合
作社，能拿到租金就不错了。”后来，工作队
抓产业、搞基础设施建设做的一件件事，感
动了廖枝林，并让他看到了效益。他主动找
到工作队说：“我不要租金都行，只要求把
耕地流转到合作社。”

工作队还“一户一策”落实帮扶措施。
贫困户蒋路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工作队
送他到湖南农大、省林科院等学习种植技
术。现在，他负责产业基地技术指导，每年
综合收入5万多元。

到目前，廖家村建成1000亩的特色种
植产业园。村集体经济从2014年底负债4.5
万元，发展到年收入10万元以上。

荩荩（下转2版）

省林业厅驻廖家村帮扶工作队———

“还有好多事要做！”

■编者按
从2015年4月起，184支省派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各贫困村，市（州）、县（市、区）、

乡（镇）也纷纷派出干部下沉到村，实现8000个省级贫困村驻村帮扶全覆盖。如今，本
轮省派驻村帮扶工作即将圆满结束，新一轮省派驻村帮扶工作又将全面铺开。

3年驻村不寻常，3年帮扶故事多。他们的故事，用汗水、心血甚至生命写成；他们
的业绩，体现在各贫困村的巨变上，体现在贫困户脱贫后的笑脸上。湖南日报今起开
辟“精准扶贫在三湘———驻村帮扶故事”专栏，为您呈现驻村帮扶过程中鲜活而生动
的故事，敬请关注。

全力完成改革发展重点任务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相关报道见6版）

7版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飞成功

“中国翼”开启航空强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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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从“三走访三签字”看张家界脱贫攻坚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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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