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人口

数说
2014年底，贫困人口61154人,贫困发生率 28.44%
2018年底，贫困人口12185人,贫困发生率 4.50%
2019年底，贫困人口1428人,贫困发生率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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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简介
花垣县地处湘、黔、渝

三省市交界处，是“精准扶

贫”首倡地。全县总面积

1109 平方公里，辖 12 个乡

镇 217 个村 24 个社区居委

会，总人口 31.5 万人，其中

苗族人口占 77.3%。花垣民

族文化底蕴深厚，“苗族赶

秋”被列为联合国非遗名

录，拥有苗族古歌等5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苗族武术等 12 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全国蚩尤文化研究

基地”。县域内自然风光秀

美、矿产资源丰富，锰矿和

铅锌矿储量分别居全国第

二、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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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进行时

去年 12 月 29 日，是花垣县双

龙镇十八洞村 2019 年猕猴桃产业
收益金发放的日子。冬日的阳光异
常温暖，十八洞村鼓声阵阵，到处洋
溢着欢乐的气息。

中午 12 时，十八洞村村部，穿
上苗族节日盛装的村民满脸挂笑，
排队领取分红资金。

石拔专大姐穿着崭新的苗服，
站在队列的第三位，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核对信息、按手印，石拔
专大姐拿到 3200 元的分红资金。
一张张仔细数完手头的钞票，大姐
咧开嘴笑称：“感谢共产党，感谢
习总书记，比上年多800元钱。”

去年，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
限公司共为十八洞村936位村民发
放118万元猕猴桃产业收益金。

随着十八洞猕猴桃逐渐进入丰
产期，村民们的收益红包越来越大。

2014 年，在“精准扶贫”重要
论述的感召下，十八洞村与企业
合股，成立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
有限公司，在湘西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流转 1197 亩土地，建设高标
准猕猴桃基地。自此，十八洞村走
出缺田少地的困境，创新出一 个

“飞地”经济发展模式，一颗颗毛
茸茸的猕猴桃，成了十八洞村的
致富金果子。

“借”地生财 缺田少地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花垣五龙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十八洞黄金茶育苗示范
基地里，茶苗郁郁葱葱。

向莉君 摄

2019年12月29日，花
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村民
石拔专在展示领取到的产
业分红金。 石林荣 摄

2019年12月30日，湖南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预处理车间内，工人正忙着挑选腌菜。 向莉君 摄

去 年 12 月 30 日 下 午 13 时
12 分，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预处理车间内，机器的隆隆声
持续着，10 名员工正忙着把腌制
好的酸豇豆、脆萝卜进行挑选处
理。

该公司这天刚接到一笔来自
广东茂名的商品订单，花垣镇龙洞
村村民杨代秀和工友们正为这笔
订单忙碌着。

“12月后半个月是公司生产淡
季，一天能接到一到两张订单，这
个时间一过，我们每天都能接到
10到20个订单。”总经理助理王家
立告诉记者。

从 2014年公司生产线建成投
产，杨代秀就入职香味园成了一名
正式工人。她从家到公司仅 10 多
分钟路程。12 月订单不是很多，杨
代秀的工资在 3000 元左右，要是
旺季能拿到5000元。

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
花垣县兴盛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下
辖的一家子公司。此外，兴盛还辖
有花垣县星盛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花垣县星盛农资有限公司两个

经营实体，拥有员工286人。
公司生产的“苗外婆”牌鲜味

榨菜、五香菜芯、鱼酸菜、五香脆豇
豆等系列产品热销全国各地，公司
同南方航空公司、步步高集团、汕
头航空公司等国内知名企业签有
长期供货合作协议。

公司采用“公司+专业合作
社+农户+基地”帮扶模式，通过就
业帮扶、结对帮扶、委托帮扶、直
接 帮 扶 、村 集 体 产 业 帮 扶 等 方
式，共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4150
户 16119 人。公司常年发展订单
农业在 3 万亩以上，直接带动全县
3 万余人通过种植蔬菜增收，人均
年增收 3500元。

花垣县在 223 个村、社区成立
了村经济联合社，在 226个村实施
长短结合、种养结合项目 329 个。
去年,193 个村共实现农产品销售
收入 1581.87 万元，集体经济平均
增收 8.2 万元；带动 1.76 万建档立
卡贫困户获得土地流转收入、就近
务工收入、农产品订单销售收入、
产业分红收入共计 3378.25 万元，
实现户均增收1919.5元。

工业带动农业 深加工产业模式不断成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石林荣

企业开到家门口，在家有活
干、能就业，年底有分红，如今，这

样的好事在花垣县已越来越多。
作为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

花垣积极探索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从实际出发，推动矿业转型发展，
利用工业带动农业，在首倡之地，

干出了首倡之为。
据统计,花垣县贫困人口数从

2014 年 的 61154 人 减 至 去 年 的
1428 人，贫困发生率从 28.44%降
至0.55%。

花垣矿产资源丰富，矿产开发

见效快、收益高，但对环境破坏大，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花垣县因势利导，出台政策，
鼓励、扶持一些在矿山开发中积
累 了 一 定 资 本 的“ 矿 老 板 ”投 入
绿 色 生 态 农 业 。将 矿 业 资 本 ，转
变为生态农业发展的启动金,花
垣五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

虽已是寒冷的冬日，但在花垣
的各个茶苗基地里，却正是忙碌的

时候。
尖岩山下，花垣五龙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十八洞黄金茶育苗示范
基地里，600 多亩黄金茶苗长得郁
郁葱葱。来自麻栗场镇周边村寨的
35名村民正忙着拔茶苗。这些茶苗
将从育苗基地，运往花垣12个乡镇
进行栽种。

尖岩村村民张献春从 2018 年
3月开始在基地干活，现在，她已是
一名熟练的茶苗扦插技术工。拔苗
对于她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在基地

里干一天活，她能拿到 150 元的工
钱。“基地里有工夫做，我们就来，
没得做，我们就忙自己屋里的事，
一个月下来生活费是有的。”

作为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
营销、科研、茶文化旅游多功能开
发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去年，花垣
五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公
司+基地+贫困户”的直接帮扶及
土地流转模式，产业红利惠及花垣
12 个乡镇，实现利益联结 1000 多
万元。

矿业转型 推动绿色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廖剑波 祝林书

“我们兴隆街村制定村规民约以后，同步成
立了节俭操办婚丧喜庆理事会，现在村规民约对
滥办酒席、铺张浪费、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的纠
正与制约作用十分明显。”2019年 12月 27日，记
者在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兴隆街村采访村民自
治新风貌，村党总支书记易馥香高兴地说道。

2019年以来，我省在全省农村（社区）开展了
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目前已实现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全覆盖，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
用。

前不久，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溆浦县北斗溪镇
坪溪村调研时，得知当地村规民约工作做得好，
村规民约已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时，当即给予
点赞。他叮嘱基层干部和当地群众：“村里就得靠
村规民约来约束大家。我们一直讲村民自治，其
实村规民约就是村民自治很重要的一条。”

订村规：突出价值引领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是村（居）民进行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
范，它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是民间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效补充了现行法规政策之不足。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挥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的积极作用，2017年底出台了《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充分
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
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
治、自治有机融合”。随后，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
等部门联合出台《湖南省乡村治理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
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强
调要“清理、规范村规民约”，组织开展村规民约
集中清理、修订工作，到 2020 年全省所有村（社
区）普遍修订形成价值引领、合法合规、群众认
可、管用有效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不断提升
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记者在石门县夹山镇杨坪社区看到，这里的
居民公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全
员坚守，爱国守法思想美；全民齐为，尊老爱幼心
灵美；全心付出，邻里守望亲情美……”这样的内
容对传承优良传统、倡导文明新风、淳化乡风民
俗很有针对性。社区老党员张广大告诉记者：“讨
论社区公约的时候，上上下下几个来回，人人当
成自家事，每张嘴巴都没闲着。”社区党支部研究
提出初步议案后张榜公布，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每家每户讨论研究，有的还挑灯夜战字斟句酌。
根据群众意见，社区党支部、居民委员会反复讨

论确定基本文本，再由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居民代表大会表决形成决议。决议不是糊在墙上
的摆设，社区通过宣传栏、广播会、屋场会、户户
张贴等方式广为宣传、组织学习，并建立社区家
庭文明档案，让居民公约落地实施。

行村规：奔着问题而去
“要移风易俗除陋习，不准赈酒敛财攀输赢；

要保护环境庭院美，不准房前屋后垃圾扔……”
这是鼎城区草坪镇兴隆街村村规民约的一段话。
这份村规民约采用顺口溜形式，读起来朗朗上
口，还配套制定了村训、规范赈酒五标准、村规民
约实施细则等界线明晰的行为规范，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一目了然。

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导作用，修
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力求做到先进性、地方
性、简约性、群众性相统一，所呈现出来的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体例包括条款式、三字俗语、顺口
溜、山歌民歌等形式，群众喜闻乐见、简便易记。

辰溪县柿溪乡溪口村 2014年制定了村规民
约，规范村民生产生活行为，引导传承良好社会
风气。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该村积极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整治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
游。然而，近两年来，当地村民新建住房基本都以
实体围墙将自家与外界隔离封闭，既不美观也不
方便。2019 年修订村规民约时，村党支部发动村
民讨论“围墙是建好还是拆好”，最后绝大多数村
民赞成拆掉围墙，于是《溪口村村规民约》写进了

“邻里间，有情谊，互帮助，如兄弟；讲文明，行礼
义，宽他人，严自己”几句话，全村将实体围墙全
部拆除，统一新建花栏式围墙，实现邻里相望、和
睦相处。

溪口村村民代表组成 7 个村民理事会，分别
对红白喜事、环境卫生和村民纠纷进行治理，设
立“红黑榜”，每月公布结果并提出整改意见；村
志愿者组织带领志愿者，每周进行一次大扫除评
比，对每个小组前 3 名的村民奖励 10 元到 30 元
的生活用品。现在，该村群众争着上光荣榜，以被
曝光台批评为耻，乡风民风更好了。

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将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修订工作纳入 2019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创建
内容，农村滥办酒席、“天价彩礼”、打牌赌博、乱
埋乱葬等不良现象明显减少。多地还针对乡村治
理中“等靠要”、懒汉行为等问题，建立了“党建引
领+村规民约+三社联动”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形
成了“我治理、我光荣”的良好氛围。

守村规：唤醒群众自觉
走进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这样的观瞻，跟村民制定
出来的“热爱家乡、保护环境、文明祭扫”等 34条

《福高村村规民约》有很大关系。
福高村村民熊灿辉说：“保护环境就要推行

垃圾分类处理，村民家门前都会有两个垃圾箱，
一个装可回收垃圾，另一个装其他垃圾。我们刚
开始觉得分类很麻烦，后来慢慢也习惯了，这么
做对于环境是很好的。”村里定期有保洁员清理
垃圾，清理出的垃圾会专车运往垃圾分类回收分

拣中心，再次统一分类，分成有毒有害类、化纤织
品类、易腐类等，集中按类别处理。村党总支副书
记黄灿向记者感慨道，村规民约让村民的行为有
了规范，让乡村治理更有效果，村庄更美丽，生活
更幸福！

临澧县停弦渡镇福船村由村务监督委员会
抓村规民约的贯彻实施，他们经常下组到户宣讲

村规民约，利用各种会议和村广播进行村规民约
宣传；评选出好媳妇、好家庭、环境卫生示范小
组，树立正面典型，并对本村常发生不孝敬老人
行为的一户家庭多次进行教育，村民群众乐于
接受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一年来，全村没有发
生一起违规赈酒行为，几年来没有发生违法刑
事案件。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表示，当前，
我省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天价彩礼”、婚丧喜庆大
操大办、炫富攀比、乱燃鞭炮乱撒纸钱等陋习，我
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在乡村社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工作，真正做
到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来规范村（居）民日常
行为。

“小村规”撬动“大治理”
——湖南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治理创新纪实

为提高全村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能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特制订本村
规民约。

一、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听党话、跟党走，
不妄议党中央，不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小道消
息，不诋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丑化镇村
干部形象。

二、严格依规施工建房。自觉保护耕地，禁
止未经审批随意占用土地，禁止私自转让或买
卖土地。服从镇村统一规划，村民个人住房建
设做到“先批后建”，按规划要求、批准面积、房
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建设，自觉落实花瑶风貌
控制要求，配备三格以上化粪池卫生厕所，不
私搭乱建。

三、主动维护村貌整洁。爱护环境卫生，严
禁乱扔乱倒乱堆垃圾，生活垃圾必须入桶，建
筑垃圾必须填埋。实行“绿化、卫生、秩序”门前
三包，做好自家庭院的硬化、绿化和美化。

四、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严禁滥砍滥伐，严格
执行“伐一造一”政策。严禁野外用火，严禁扫
墓烧纸钱燃放鞭炮，严禁河道采砂、排污、倒渣
土、电鱼、毒鱼和炸鱼。

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自觉完成义务教
育，杜绝辍学。凡初中毕业考上免费师范生或
省级以上重点高中的，当年给予400元奖励。高
中毕业考取全日制一本、二本和大专院校的，
当年分别给予1000元、600元、400元奖励。

六、自觉做到遵纪守法。提倡勤劳致富、勤
俭持家。严禁聚众赌博、参与地下“六合彩”，严
禁吸毒贩毒、偷盗敲诈，严禁酗酒闹事、酒后驾
车。不参加封建迷信和邪教活动。

七、主动实行计划生育。落实节育避孕措
施，及时参加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检查，关心
关爱失独和两女户家庭。

八、积极落实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他不办。杜绝滥办婚丧嫁娶以外的
生日酒、升学宴、工作宴等其他喜庆酒宴。尽量
控制婚丧嫁娶宴席的规模和花费，原则上不超
过20桌。非亲属间参加婚丧嫁娶酒宴礼金不超

过100元。倡导文明节俭的丧葬方式，杜绝圈
坟，严禁在高铁可视范围及规划区域内葬坟。

九、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公共财产，不
得损坏水利、道路交通、供电、通风、生产生活、
休闲娱乐等公共设施，违者应照价赔偿。自觉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积极配合公务人员
正当执行公务，敢于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积极
参与集体公益事业。

十、大力弘扬传统美德。诚信做人，礼貌待
人，家庭和睦，尊老爱幼。自觉维护老人、妇女、
儿童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合法权益，禁止虐待、
遗弃、伤害行为。自觉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

十一、积极配合重点工作。主动支持平安
创建、征地拆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中
心工作。

以上村规民约若有违反，村民委员会可视
情节对违反者作如下处理：1.予以批评教育；
2.写出悔过书，用村信息平台、公开栏等形式
进行通报；3. 责令其恢复原状或作价赔偿；
4. 责令经济赔偿；5.取消或者暂缓享受村里的
优惠待遇。

■新闻链接 全省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选登

1.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村规民约

雨露阳光，润我家乡；饮水思源，自力自强。
党的领导，核心力量；牢记教导，思想武装。
管理民主，大事协商；遵纪守法，爱国爱党。
道德为先，文明常讲；关爱妇幼，礼敬尊长。
家庭和睦，友邻互帮；诚实守信，公私不伤。
抵制迷信，远离赌毒；耕读传家，秉承风尚。
红白喜事，切勿铺张；公益事业，人人担当。
家畜家禽，严禁放养；垃圾分类，莫乱堆放。
勤劳致富，家业兴旺；发展农旅，引领一方。
保持风貌，不滥建房；生态家园，共建共享。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五兴互助，共创辉煌。
村规民约，牢记心上；乡村振兴，美名远扬。

2.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云塘社区居民公约

云塘是个大家庭 龙格橘金一家亲 爱党爱国爱家人 黄赌毒邪害死人
塘坝水池有几口 老幼游玩陪着走 健身娱乐不扰民 互尊互谅邻里情
社会治安要稳定 扫黑除恶使把劲 相信科学和文化 反对邪迷不要怕
区域面积一点九 开车出行别喝酒 停车摆放要整齐 大家都向你看齐
新的时代政策好 违法乱纪不要搞 尊老爱幼传家训 邻里和睦讲诚信
时刻号召倡环保 垃圾分类要做好 花草树木亦生命 共创宜居新环境
代代传承家文化 移风易俗常态化 婚丧简办治陋习 盲目攀比是恶习
居民公约要遵守 邻里之间是朋友 社区居民有感情 扶贫帮困大家行
民生服务真不少 社区干部把腿跑 网格管理小包头 居民有事不用愁
公共楼道不堆杂 违章建筑别乱搭 宠物饲养牵根绳 放养宠物会伤人
约起大家来听课 五堂宣讲很不错 志愿服务你我他 居民群众把你夸
（备注：龙格橘金是指四个小区，分别是龙湾小区、格兰小区、橘郡小区、黑金小区）

3.溆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村规民约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