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去年 7 月，我省出台并实
施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5”文
件。这一年多来，是湖南基层建
设投入最多、力度最大、变化
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之一。

湖南强基层的生动实践
和丰富成果证明，唯有畅通基
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充分调
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
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换为治
理效能，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

湖南日报记者从中攫取
了三组镜头，从“小视角”透视
湖南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大
成效”。

1. 理顺“千条线”，
基层不再“小马拉大车”

【镜头】
“以前我们办老年证需要

跑到城里，来回得花一天时
间。现在只需走几步路，在村
里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好了，真
是太方便了。”7月上旬，在永州

市冷水滩区蔡市镇邓家铺村，
村民邓汉周正在村里的综合服
务平台便民服务中心补办老年
优待证。自该村农村综合服务
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后，村民缴
纳水电费、办理医疗保险等，都
能在此“一窗式”办理，小事无
需出村。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伍金波告诉记者，目前，平台
已接收了养老保险、提取粮食
直补等 41项便民政务服务，区
里还统一制定村级服务事项清
单、赋权清单、不应由村（社区）
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村里能办啥事、不能办啥
事一目了然，老百姓和村干部
心里都有本账。”伍金波说，今
年 4 月至今，村平台已累计办
件 160 多个，前来咨询办理业
务的达300多人次。

【成效】
我省坚持赋权与减负相结

合，进一步理顺乡镇(街道)职权
事权，制定乡镇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赋权目录、基层公共服务
事项目录，明确乡镇权责事项
116项，向乡镇赋权52项，逐步
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基层
更加有权办事、有钱办事、有力
办事。

同时，全省各地大力推进基
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受理、“一站
式”办理，老百姓办事难、办事烦的
问题得到大幅改善，幸福感在家
门口升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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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市州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颜斌 刘建光
李毅 李茁 徐德荣

回雁峰头，百里衡阳如画。
这座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曾以血肉精魂写下

不朽篇章。如今，另一场载入史册的决战到了关键时
刻，铁血衡阳，慷慨如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要夺取全面胜利。
站在历史节点，雁城衡阳，重燃超凡智慧和勇气，

以产业为翼，带动就业、消费齐兴，精准施策，砥砺攻
坚。

大雁飞天，翎羽生辉。

产业兴农生羽翼
山茶园里，欢歌笑语。
清晨爽朗，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的姑娘们荷露采

茶，兴致来时，唱起婉转瑶歌，引得游客驻足欣赏。
赏的是诗情画意民俗风情，唱的是脱贫致富美好

生活。
眼前的景象，塔山瑶族乡东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周月秋感慨“看不够”。
75岁的周月秋，见证了实施精准扶贫7年来瑶乡

巨变。这位在穷山沟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如今仍闲
不住，不仅种着 1亩茶叶，还抽空养养蜂，并加入了村
里养牛合作社。有合作社分红，加上卖茶叶和蜂蜜的
钱，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以前为给妻子治病负债致贫，
如今阴霾一扫而空。

周月秋招呼记者上门做客，捧出一个神秘的本
子：“这是去年过年，儿媳妇在家写的字，好看吧！”打
了几十年光棍的儿子讨了有中专文化的老婆，是周月
秋老人最骄傲的事。如今的瑶乡，再也不是“媳妇不敢
嫁进门”的穷山沟。

兴旺的产业，让瑶乡长出美丽的翅膀。
目前，塔山种植高山有机茶 4.5 万亩，年创收

3600 万元以上。当地 510 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劳
务用工、入股分红等，人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塔山
先后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农业产业强
镇建设示范乡。

绿水青山，今是金山银山。
瑶家妹采茶而歌的动人景象，让越来越多的人心

向往之。有着瑶乡风情、茶旅观光、自然景观的丰富体
验，瑶乡游越来越热。如今塔山年接待游客近 10万人
次，旅游收入超过 600 万元，带动 210 名贫困群众增
收，获评全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强镇。

塔山北顾，衡阳产业扶贫的版图徐徐展开。
衡阳是“全国油茶之乡”，去年油茶一二三产业创

产值 189.74 亿元，4.24 万户贫困户从中受益，油茶产
业扶贫四处开花。

耒阳市设计灵活分红模式，建油茶扶贫基地 10

个、面积3800亩，帮助3800户贫困户脱贫。
常宁市推行“贫困户+公司+合作社”模式，实现

“一户一亩”油茶林全覆盖。“油茶小镇”西岭镇走出油
茶种植、林下养殖、旅游休闲融合发展之路。

衡南县主推贫困村组建合作社建油茶庄园帮扶
模式，截至去年底，建成油茶庄园28个，油茶造林面积
达7500亩……

同一个产业，不同发展模式。
针对产业扶贫，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出“因地制宜”

“稳定增收”“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等诸多路径。
将“因地制宜”发挥到极致的油茶产业扶贫“衡阳

模式”，让油茶树成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一棵茶树一斤油，子子孙孙不用愁；百亩油茶万

斤油，讨了媳妇又盖楼。”村村传唱的乡谣里，透着产
业持续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喜悦。

正是衡阳好风景，山花开时又逢春。
今年 5 月，衡阳市委书记邓群策来到衡山县贯塘

乡，400亩朝天椒长势喜人，其中近一半由贫困户种植。
山间暖风拂面，邓群策叮嘱，产业扶贫是最有效

的扶贫模式，要针对自身实际和特点，发展特色产业，
错位发展，形成“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带动贫困户稳步增收。

从 2014 年到去年底，衡阳市贫困人口从 32.4 万
人减至1.6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1%降至0.26%。

蓄力饱满的“衡雁”，向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振
动产业发展强劲翅膀。

产业增岗安“雁巢”
楼上安家，楼下就业。
金兰镇泉隆新苑，这个衡阳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颇有些安居乐业“桃花源”的味道。

单亲妈妈刘诗燕，就在楼下湖南国立宝泉金兰分
厂就业扶贫车间上班。每天中午下班后，她要赶回家
为孩子们准备午饭。上下楼之间，不到100米路程，让
她从容了许多。

邻居王偶红刚住进新家时，有些不适应，面朝黄
土半辈子，现在基本脱离务农。经车间培训上岗，她不
仅掌握了新的技能，也慢慢喜欢上新的工作，年收入3
万元左右，生活无忧。

这样的“扶贫车间”，在衡阳市有 370 家，为 3615
名贫困群众带来“新生活”。

支撑他们的，是不断壮大的各色产业。
今年4月，衡阳市出台《关于加快全市就业扶贫车

间建设的通知》，将从事贸易流通、乡村旅游、种养加
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就业扶贫车间，加大扶
持力度。

产业越发达，“雁巢”越安稳。
除扶贫车间外，衡阳还有就业扶贫基地127个，共

吸纳贫困劳动力2840人。
在衡东县，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聚味堂公

司，解决贫困群众就业 65人，并发挥“衡东土菜”特色
品牌优势，带动500余户贫困户人均年增收2000元。

在衡阳县，“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得阳鞋业有限
公司，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39人。该公司到边远
乡镇、村、集市举办招聘会，并成立专门培训中心，对
贫困劳动力进行重点培训。

扶智，更扶志。在产业兴旺影响下，越来越多昔日
贫困户把“雁巢”搭成“金窝窝”。

“全国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典型人物”凌帆，在
2016年返乡创业之初，系衡阳县石市镇石市社区建档
立卡贫困居民，资金、技术、市场，困难一个比一个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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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翅“雁”翎生辉
——衡阳市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湖南日报评论员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们党领
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
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今年前
所未知的疫情来袭，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效率世人瞩目，与一些西方国
家的手足无措、局面失控、人民遭殃形
成鲜明对照；眼下，中华民族全面小
康、脱贫攻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即将圆满实现。

“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
势”，国际上诸多学者发出客观声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国际

社会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
“思想之窗”。通读这部著作，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 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中国之治”的“密码”是什么，答
案就在其中。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
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
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
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
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
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
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
根本成就。

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
基础相匹配，必须适合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全局，从 13 个方面系统总结
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还是全国一盘棋、集中
力量办大事；无论是把社会主义制度
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还是促进
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
一起；无论是各民族一律平等，还是走
共同富裕道路；无论是坚持改革创新、
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还是选贤
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些重
要论断，清晰指明了完善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
展什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既是理论

层面的概括提炼，也是生动实践的深
刻总结。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将大大增
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巩固自信心、提
升自豪感。

大海航行靠舵手，激流汹涌有砥
柱。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根本和
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强调要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
起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立足百年
奋斗、着眼千秋伟业，系统回答了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
问题。这部著作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的强大思
想武器。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的精髓要义，坚定制度自信，激发
制度优势，汇聚奋进力量，“中国之治”
将进一步擦亮“中国之制”，为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汇聚更加澎湃
的动能，为团结奋斗、同心筑梦开辟更
加壮阔的道路。

发挥制度优势 坚定制度自信
——四论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易禹
琳）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
南 2020 高校招生军事院校本科计划

（男）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和湖南
2020 高 校 招 生 军 事 院 校 本 科 计 划

（女）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男（女）
生投档分数线最高的均为国防科技大
学，女生文史类最高分达 644分，理工
类达661分；男生文史类最高分达606
分，理工类达644分。

平 行 志 愿 投 档 的 规 则 是 ，在 军

检合格的上线考生中，先按分数优
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当遇
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别按语、数、
外 3 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再
按考生填报的学校顺序出档。表中
所列语文、数学、外语分数是档案分
与投档分数线相同的最后一名出档
考生的成绩。部属和外省属院校投
档时，档案分中不含考生地方性项
目加分。

在公布的投档线中，文史类四大
军事院校男生分数线为 595 分至 606
分，女生为 614 分至 644 分。理工类各
军事院校投档线男生为 549 分至 644
分，女生为608分至661分。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李无我

8月 9日，雁城衡阳的最高温度冲
到了 38 摄氏度，酷暑难耐的人们大都
躲在开着空调的室内避暑。

衡阳市邮政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华
新营业部快递员张志刚，却像往常一
样投递了 4 个频次，将快递投递到每
一位客户手中。

早晨7时，张志刚就来到了华新营
业部。

很快，大大小小的快递邮件就装
满一车。

7 时 15 分，张志刚开始奔赴当天
的第一站——永和路祥瑞社区。

“这个时间大部分人还在休息。
一般都是给客户发个信息，把邮件存

放在快递柜或者驿站。”张志刚告诉
记者，每到周末，怕影响客户休息，9
时以前都只是发信息提醒客户有邮
件。

第一车快递送完，已经是上午 10
时多了。尽管还没到一天气温最高时，
一圈跑下来，张志刚已是满头大汗。但
他并没有停下脚步，马上驱车回到营
业部，准备第二车快递邮件。

张志刚说，高温时节投递一点也
马虎不得。他每天上午送两车快递，中
午在华新营业部休息一下，下午再送
两车，确保他负责的片区每天没有库
存件。邮件多的时候，一天还要多出两
趟车。

近期，衡阳市城区的一些街道地面
温度接近50摄氏度。张志刚在投递路
上觉得热风扑面，他的脸上、前胸、后
背都渗出密密的汗珠。为了解渴和补
水，张志刚这些天每天在路上都得喝
光两大瓶矿泉水。

张志刚对快包投递毫不含糊，无
论气温多高，他都一如既往地在他负
责的片区一个个电联客户，一件件将
快包交到客户手里。

一天 4 个投递频次下来，张志刚
在热浪滚滚的马路上穿梭，总是一身
身的热汗，衣服上的汗水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留下一圈圈的盐霜和汗渍。▲ ▲

（下转4版②）

高考招生关注

军事院校本科计划
平行一志愿投档线公布

国防科技大学投档分数线居榜首

烈日下，邮政快递员的一天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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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牛人·牛本事·牛日子

两度入藏，一腔赤诚
——记湖南援藏教师方田根

药品零售，
湖南人为何这么傲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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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3版

7月 3日，
常宁市塔山瑶
族乡，瑶胞在
采摘夏茶。近
年，该乡种植
高 山 有 机 茶
4.5万亩，带动
1200 余 名 贫
困劳动力人均
年 增 收 5000
元以上。

成俊峰 摄

避暑“天空之镜”
8月9日，游客在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怀化大峡谷感受“天空

之镜”的幻境之美。黄岩旅游度假区平均海拔850米，属于典型的喀斯特高
山台地，境内气温常年比市区低5℃至7℃。“五一”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已接
待游客7万余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