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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湘潭时刻的湘潭时刻
———湘潭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纪实—湘潭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纪实

秦超琳 陈 艳 蒋 睿

青山远黛，近水含烟。
深冬时节,拨开清晨的水雾朦

胧，湘潭的乡村显露出“周道如砥，
青绿盈目”的别样风姿。自该市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通过创
新模式、统筹兼顾，不仅让广大莲
城乡亲“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同时，也激活了乡村
经济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

近年来，湘潭市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得
到进一步完善，实现了行政村
卫生室全覆盖；农产品加工
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等工
作排名全省前列；湘潭县成
功挺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获评全省唯一“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湘莲）；全市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21096 元，绝对值位居
全省第三。

湘潭市农村建设能够
取得累累硕果，与上层的
详细规划和高位推行密不
可分。

为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有声”，该市建立
了以市、县、乡、村“四级书
记”作指引，坚持高位推
动。湘潭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亲力亲为，深入一
线、亲临现场，制订相关规
划，“四不两直”深入一线
调研解决具体问题。各县
(区)委书记担任一线总指挥
和前线战斗员，乡、镇、村书
记则为施工队员，领导干部
班子切实参与、通力合作。
同时，该市还以市委 1 号文
件总揽全局，出台生猪稳产保
供十条、促进产业兴旺三十条
和推进“三带三帮”等一系列起
全局性作用的政策文件，为农
村建设提供了完善的政策保证。

在落实规划过程中，湘潭市
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作为政
绩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提
高了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效

防治不作为。全面督促完成了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任务，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改革等工
作排名全省前列，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

0.15%。
振兴农村既要提纲挈领地抓重点，也

要放眼全局打好组合拳。近年来，湘潭市

努力落实规划，将纸上繁华变为现实盛
景。湘潭市坚持走“三三路径”，提纲
挈领地抓重点，并将开展“三大行
动”、实施“三大工程”、搭建“三大平
台”结合起来，放眼全局打好组合
拳，为乡村振兴筑好基础、引入活
水、提供便利。

实施“三大行动”以来，以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铺排建设和十
大特色小镇建设为主的“双十”
提升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从试点到普及，七项任
务九项指标全面完成。湘潭
市还积极实施农村改革深
化行动，基本完成了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改革，农村
土地承包仲裁考核位列全
省第一。

特色产业培育工程、
数字乡村示范工程、农村
党建领航工程“三大工
程”的落实，有效提高农
业产值，推动农村现代
化、农村党组织标准化。
特色产业培育工程围绕

“优品种、提品质、塑品
相、增品位、创品牌”，落
实粮食安全责任。在全
省率先出台《数字乡村发
展五年规划》，推进数字
乡村示范工程，首创益农
信息社与惠农服务社建
设“两社融合”。在农村
党建领航工程的建设中，
全市新建或改建村部124
个。韶山市更是获评全国
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市。

良好的平台为具体行
动的实施和伟大工程的构建
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资金、人才、创新项目，每一
项都至关重要。湘潭市打造
乡村振兴投融资平台，开展政
银企对接活动。打造乡村振兴
人才智库平台，形成涵盖3个院
士工作站、1个国家级农业学会
服务站、7个产学研创新转化示范
基地等为基础的人才支撑体系。
打造乡村振兴“双创”平台，建设乡
村振兴创业园，预计吸引风投资金1
亿元以上。

莲城春候尚早，乡村却已滋荣。“振
兴之花”经过日久天长的努力与积蓄，终
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开遍了千乡万村，在这
个冬天，让家家户户喜上眉梢、美上心头。

2019年 9月 9日至 12日，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和湘
潭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南农机机电产品展示交易会
在湘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吸引了约翰迪尔、久保田、井关、中联
重科等2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

此次展会组织开展了第五届亚太农机检测网培训班农
机产品现场演示观摩暨插秧机实训；举办了全省农机工作

培训班、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培训班、农机产品现场演示
会、省农业流通协会会员大会；召开了湘产农机走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讨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会；同时开展了农机商务洽谈签约。此次展示交
易会总成交额逾 4 亿元，争取国家农机补贴

1.5亿元。

2019 年 11 月 25 至 26 日，湘潭市现代农
业千亿产业集群发展暨“三带三帮”脱贫奔小
康现场对接活动在岳塘国际商贸城举办。全
市 200 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永顺县和59个省定贫困村，10家银行，700多
种农产品，500 多家采购单位参与现场对接，
活动现场签约金额达60亿元。

“三带三帮”依托梅林桥等十大现代农业
示范园，着力打造了“产业扶贫园区”“产业扶
贫车间”，带动了规划区域所在乡镇及周边发
展产业；大力开展了“千企帮千村”行动，引导

企业在贫困村开展技术服务、建设农
副产品基地等；创新了“合作社+贫困
户”联结方式，综合运用资源或资金入
股、签订生产合作协议等多种方式，让贫
困户融入合作社、参与产业发展。同时，选
派了 201 名科技特派员，聘用了 78 名专家
成立粮油、畜禽等 6个产业扶贫科技服务团
队，组织了 1908名产业发展指导员，在政策
宣讲等方面提供菜单式、个性化服务；开展了
系列产销对接活动等；探索了银企对接帮、银
担联动帮、金融下乡帮等多种模式。

“三带三帮”助力小康

2019年 7月 17日至 19日，以“产城融合，
赋能湘潭”为主题的“2019小镇中国（湘潭）发
展大会”在湘潭召开。全国工商联、全联房地
产商会特色小镇分会这种行业商会与政府通
力合作，创新了合作模式。

本次大会总规模402人，全联房地产商会
特色小镇分会代表共80人参加，158家企业也
受邀参与，其中有世界 500 强 14 家，中国 500
强、上市企业和龙头企业17家，聚集了一批特

色小镇优质资源投资商、运营商。
大会共有 35 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

404.69亿元。其中战略合作项目1个；商务合同
项目7个，框架协议项目27个。包含特色小镇项
目6个，农业示范园项目16个，城乡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类项目5个，片区开发类项目7个。三
天会期举办了客商会见、开幕式、主旨演讲、
白皮书发布、项目推介及路演、项目签约、四
场圆桌对话、双创活动等16场大会活动。

2019年11月26日，由湘潭市委、市政府主办，湘潭市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湘潭市农业农村局等承办，58科创集团、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等协办的“陌上逐梦—2019湘潭乡村振兴双创活动”正式开
赛。活动共吸引了来自中国农大、西北农大、湖南农大等创业团队的
102个项目报名参赛。通过初赛、复赛共评选出了十个项目落户湘
潭，预计吸引风投资金1亿元以上。

在此次比赛中，湘潭市打造了“政策池”“投资池”“服务池”，
出台了 30条现代农业产业创新创业扶持政策。通过举办“双
创”活动，该市积极推动了58科创岳塘国际商贸城建设乡村
振兴创业园，搭建互联网+精准扶贫供销平台、组建直播展
示与在线交易平台等多个平台；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基
金，市级整合涉农资金3亿元以上投入乡村振兴，成功
举办了首次乡村振兴政银企专场对接活动，新组建
了总规模10亿元的乡村振兴发展基金；筹备组
建了乡村振兴湘潭智库，在原有3个农业院
士工作站的基础上，新建 1 个国家级农业
学会服务站（全国第二个）。

“小镇中国”
合作共赢

2019 年 4 月，共青团湘潭市委、湘
潭市农业农村局、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湘潭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全市首

届“设计下乡”志愿服务大赛，共组织市内
外 7 所高校 136 个设计团队，为全市 10 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22个乡镇、63个村、38种
特色农产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特色农
产品标识和包装设计、乡村形象推介 H5 三

个方面的设计服务。各个设计团队深入设计
对象所在地，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当地政府为设计团队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专人介绍以及食宿保障等。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活动专题向上级职能
部门作了专题汇报，积极争取资源支持。

目前，湘乡市东郊乡横州村、龙洞镇泉湖
村、岳塘区荷塘街道清水村等 9个村、大禹兴
农等企业正在组织设计作品的实施。活动还
为湘乡市虞唐镇开展了 4个美丽屋场的人居
环境设计、为岳塘国际商贸城潭州九宝系列
农产品开展了包装设计。

“设计下乡”点亮乡村

2019年12月19日，58集团董事长姚劲波
携手到家集团董事长陈小华、风云资本创始合
伙人高燃受湘潭市委、市政府邀请访潭并与
该市签约六个乡村振兴项目。

湘潭市岳塘经开区、58 科创集团、岳
塘国际商贸城合作，搭建了互联网+精准

扶贫供销平台、乡村振兴创业就业综合
服务中心、数字乡村文化展示与传播平
台；雨湖区、58 科创集团、湘潭金都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搭建了创新创业服务、
人才培训实训、新经济企业培育、互联

网+现代服务业平台；市供销社和 58 农服合
作，实现了“益农”和“惠农”服务平台整合，构
建了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体系、惠民生产
便民生活服务系统、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利用系统；58农服与岳塘国际商贸城合作，打
造了湖南农业农村和农产品大数据平台；湘
潭经开区与到家集团合作，打造了全国家政
标准化培训体系、全国家政行业考试培训认
证中心；湘潭产业集团与风云资本合作，打造
了乡村振兴投融资平台，设立总额为 10 亿元
的乡村振兴发展基金。

“六大项目”
注入活力

“农机展销”便民惠农

“双创活动”引智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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