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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峰

今年，株洲天元区松柏村身有残
疾的贫困老农吴友姣，当上了养鸡卖
鸡的“老板”。今年年初，湖南叁农蔬菜
产业园启动“星火计划”，在天元区寻
找农户合作。吴友姣为人诚信，加上他
家房前屋后山林环抱，适合养殖，被选
为“星火计划”试点对象。

吴友姣能当上“老板”，既得益于
公司的带动，也得益于产业扶贫的发
展思路。目前，湖南叁农蔬菜产业园实
施的“星火计划”已在天元区12个村推
广，总共有 68 户农户参与。“公司制+
产业发展”的扶贫模式，为贫困群众新
辟出一条稳定脱贫、稳步致富的新路
子。

在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上，产业扶
贫是主旋律，是主攻方向，也是完成扶
贫脱贫的主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
映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
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
要求”。脱贫攻坚战，不仅难在攻坚，更
难在攻坚之后保证脱贫地区及其脱贫

者不返贫，并由此走上富裕道路。这要
靠产业扶贫来解决，要靠在贫困地区
或贫困群体中培育可持续发展产业。

产业扶贫，成败在于精准。产业扶
贫并不是在贫困地区发展一个产业那
么简单。从各地实践看，在吃透当地情
况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常
常成效明显。而搞大水漫灌、一刀切的
地方，往往事与愿违。产业扶贫要达到
持久效果，产业本身就必须持久。而产
业能否持久的关键则在于市场。这就
需要各地深化特色产业合作，发挥当
地资源禀赋，加大机制创新力度，整合
资源，科学规划，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条，形成具备竞争力的市场品牌，让贫
困者不仅仅实现脱贫，更能够致富。

当前，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
的重要阶段，期待各地有关部门继续
落实好精准扶贫措施，加大产业项目
扶贫力度，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让更
多的贫困群众更快地走出贫困，迈向
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主大计者，必执
简以御繁”。实现精准产业定位，以精
度来推动力度，是扶贫工作千头万绪
中的关键抓手，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
更是真情、细心、耐心与决心。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单志仟

8 月 8 日，花垣县花垣镇的千亩猕
猴桃种植基地，一片郁郁葱葱。湘西苗
汉子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苗汉子”）销售经理龙新贵一早便来到
基地，查看猕猴桃的生长情况，指导工
人们科学照看。

龙新贵是十八洞村人，因曾在矿山
有过管理经验，2014年被村民推选出来
参与猕猴桃种植基地的管理工作。“这
片种植基地让村民们日子红红火火，一
点都不能马虎。”龙新贵说。

群山环绕的十八洞村因地势险峻，
不适宜大规模开发及机械化种植。2013
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倡

“精准扶贫”重要理念后，“苗汉子”经调
研论证，决定同十八洞村一起开创飞地
经济产业，在土壤肥沃的花垣镇共同发
展猕猴桃产业，探索“贫困户+企业+产
业项目”的精准扶贫模式。

起初，这一做法未得到村民们的
信任。“大家觉得这是公司钻政策的
漏洞，想骗财政拨款。”50 岁的十八
洞村村委会主任施进兰回忆，因为漫
山遍野都是猕猴桃，村民们觉得没有

种植的必要，更何况在外地种植也无
法看管。

为获取信任，“苗汉子”同村干部逐
一到村民家中拜访，向他们讲述其中的
利害关系——“咱们村子土地差，要 10
个人才能管 1 亩地，在花垣镇由于机械
化运作只要 1 个人便可管 50 亩地”“咱
们猕猴桃不打农药不注射激素，是纯正
的有机食品。现在有机产品市场广阔，
利润还高”……此外，还带领村民代表
外出考察，让他们了解猕猴桃种植的可
行性。

不久，“苗汉子”在花垣镇成功流转

土地 1000 亩，用以建设猕猴桃种植基
地，并邀请中科院专家团队保驾护航。
2017 年，十八洞村猕猴桃成功挂果，通
过“京东”“步步高”等线上线下平台远
销港澳、印度尼西亚等海内外市场。去
年，该村猕猴桃总产量接近1000吨，总
销售额达1600余万元，村民共分红118
万余元。

“这是实实在在的‘金果子’呀，山
上的野猕猴桃没法比。”龙新贵说，自
2014年以来，“苗汉子”直接带动3个乡
镇1万余名贫困人口发展猕猴桃种植扶
贫产业，人均年增收约2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进入7、8月份，眼见黄桃上了市，猕
猴桃“红了眼”似的，个头一天天长起来。

“长得太大也不行，每颗 100 克左
右，整整齐齐才好。”7 月 31 日，麻阳苗
族自治县谭家寨乡的“连村联创”扶贫
产业示范园里，张湘云在猕猴桃基地里
来回巡视，这里修修，那里剪剪。看似不
经意，玄机却不少。

“你数数，这里有多少片叶子，那儿
呢？”等记者数完，张湘云解释道，“对
了，每颗猕猴桃‘分配’13 片叶子，刚刚
好，多了挡光照，少了就晒蔫了。”

“专业吧，别看他套件旧T恤，穿双
拖鞋，他可是我们县里有名的猕猴桃专
家。”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主任谭绍鲜
得意地介绍。

2015年，楠木桥村在发展高山刺葡

萄产业尝到甜头后，与谭家寨乡的白竹
林、黄茶、咸池坳等 9 个村联手，组建起
2000 亩的“连村联创”扶贫产业示范
园，种上黄桃、桑葚、雪花梨等，其中，
猕猴桃有800亩。

种猕猴桃是个精细活，土壤检测、
农药残留、枝叶管理等一项都不能少，
村里为此费了不少心思。

“效果一般。”谭绍鲜说，省里的专
家来了几拨，讲一两次课就走了，真出
现什么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最关键
的是，大部分村民弄不清专业术语，听
不懂普通话。

去年 11 月，村里请来张湘云，在麻
阳苗族自治县土生土长的他，种植了20
多年猕猴桃，在县里小有名气。

“自己懂没用，还得贫困户懂。”张
湘云说，“省里经常请我去讲课，500 元
一天，我都没时间去。”

来了楠木桥村，张湘云每日泡在基
地里，将种植技术手把手教给贫困户。

一旁的猕猴桃育苗基地，村民田仄
花正蹲在地里，左手拿苗，右手握刀，耐
心地学习猕猴桃高温嫁接技术。正午的
太阳明晃晃地铺洒在背上，汗水滴到田
里便蒸发了。

“热是热，可这点辛苦算什么。”田
仄花头也不抬地说，“有师傅免费教技
术，还能拿工钱，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
哟！”

只见她将小刀磨得锃亮，看准枝条
的木质层，一刀下去，刀口 2 至 3 厘米，
另一截枝条则削成鸭嘴型，嵌入刀口
后，迅速用塑料膜缠紧，绕上8圈，打结，
一根猕猴桃枝就嫁接成功了。

张湘云在一旁看着，连连点头，对
“徒弟”的手法十分满意。他介绍，这是
最新的猕猴桃育苗技术，高温嫁接，1个

星期即可出芽，来年冬天可以出苗，跟
传统嫁接技术相比，能节省半年时间，
但对手法要求极高。

田仄花主动“拜师学艺”。她说：“村
里请个嫁接师，一天要 380 元，等我学
好了，也能去别的村挣钱。”

目前，张湘云带了 5 个学高温嫁
接技术的徒弟。他说，1 个人带 5 个，
5 个 人 分 别 再 带 5 个 ，只 要 大 家 肯
学，9 个村 2000 余人，不怕出不了专
业种植团队。

“我这个‘土专家’，也要经常去外
地学习。”张湘云告诉记者，村民听到理
论就头大，他消化好最新的种植技术
后，回来实地一对一教学，贫困户立马
就理解了。

“不对，村里已经脱贫了。”张湘云
笑着纠正，“下一步，大家要争当新型职
业农民。”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周月
桂）湖南省数字商务协会今天在长沙
成立。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商贸流通
数字化转型发展，一批优秀电商企业
成长起来，进入数字商务新阶段。

数字商务与电子商务有何区别？
据介绍，电子商务是指以信息网络技
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
活动。数字商务是指利用互联网、物联
网、无线通信等通信技术和数据分析
手段，将商务的流程、渠道、营销、运营
等流程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化。电
子商务以交易为核心，数字商务则涵
盖生产、运输、仓储、消费等流通环节。

去年，我省有兴盛优选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为
全国首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数字商务
企业（全国共 60 家），数字商务企业数
量在全国排名第八，中部地区第一。

“数字商务将成为未来促进商业
变革、产业数字化的新引擎。”省商务
厅巡视员肖彬介绍，省商务厅近年来
积极推动全省商贸流通数字化转型发
展。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冲击和影响，我省电子商务交易
额、网络零售额同比仍保持了 15%以
上的增长。全省共评审认定省级电商
示范基地12个，省级示范企业135家，
重点培育项目185个。一批优秀的电商
企业成长起来，进入数字商务新阶段，
实现规模发展。

我省数字商务方兴未艾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8 月 7 日 10 时，湖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上开标直播厅，2 个工程建设
项目在线开标正在同时进行。投标人
签到、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价格等
信息一一公开……在工作人员的“指
尖”操作下，不到半小时，即完成了投
标、开标。

今年 4 月 1 日起，我省所有省本级
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药品采
购、国土和矿产资源交易全部实现全
流程电子化交易，形成了全省交易“一
张网”。

“改变传统的纸质交易模式，由过
去的‘面对面’交易变为‘背靠背’网上
交易，是巡视整改带来的最大变化。”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牛
顺生表示。

“不见面开标”更高效、阳光
去年 10 月至 12 月，省委巡视组对

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水利厅、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 个省直
单位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专项巡
视。建立统一、高效、阳光、互联互通的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成为 5 个单位面临

的共同课题。
5 个单位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加快

破难攻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继会
同其他 4 个单位统一全省的 59 个评标
办法和31套评标范本，对交易流程进行
统一规范，实现了省本级项目全流程电
子化交易。

在网上开标直播厅，记者看到，7台
电脑坐席、一个大屏幕就是所有“装
备”。以往堆积如山的投标文件不见了，
也不再有主持人一家家唱标，招标人和
投标人无须见面，各个环节依托在线平
台规范顺畅地进行。

“开标前，所有参与项目的投标人
信息都是保密的，招标文件可在网上直
接下载。”工作人员介绍，开标后，投标
人通过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观看现
场直播，查询开标结果，还可以实时在
线与开标主持人交流，整个过程不需要
来到交易现场。

正交谈间，系统自动发出预警，弹
出信息提示：有两家投标单位的 MAC
码（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同。工作人员解
释，这说明这两家单位的材料是在同一
台电脑上完成的，涉嫌围标串标。中心
会向行政监管部门报告，一旦查实列入
失信“黑名单”。

全流程监管，筑牢“防火墙”
开标后，进入评标环节。记者来到

专家抽取室，上一场开标项目的评标专
家已陆续到位。

“全省有3.5万名评标专家，身份保
密，随机抽取，通过系统推送至专家手
机，但提前不会告知具体项目。”牛顺生
介绍，在评标前 15 分钟，专家名单才会
解密，再次由系统推送至评标区门禁系
统，专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独立、客观
的操作。

在监控中心，21 个评标室尽收眼
底。评标现场、专家头像、专家的电脑桌
面、评标室语言交流等全程可视，步步
留痕，全程监管。

这场评标有长沙、衡阳两地专家。
牛顺生表示，远程异地评标实现了专家
资源互通共享，解决了因专家地域分布
不均、种类不全，易近亲繁殖、围标串标
等顽疾，行业监管部门也能全程、实时、
在线监督。

目前，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纵向
已实现国家、省、市三级数据联通，横向
已分别与省发改委投资在线审批平台、
省住建厅工程项目动态监管平台、省水
利厅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省交通厅

数据中心和人员监管系统实现联通，建
立了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高效的“数据
池”。

优化营商环境，节约交易成本
“不见面开标”打通了招投标全流

程电子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最多
跑一次”向“一次都不用跑”的转变。

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招标采购部
副部长杨玲对此深有体会：“去年 10 月
官新高速招投标，当时来了 300多家单
位，我们在长沙某宾馆租了一个会场，
整整忙了一天，成本花费近 10 万元。上
周的一次开标，登录网上交易平台不足
一小时就完成了，既省时省钱省力，更
避免了暗箱操作。”

“以前打印机忙不赢，现在全部清
空了。”这是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最直观
的感受。

牛顺生表示，实现全流程电子化
交易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降低投标人的
投标成本，包括编制、打印、交通、差旅
等费用成本在内，预计每年可为投标
企业累计节约交易成本 3 亿元。同时，
改变过去需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为

“线上电子保函”，缓解了企业投标的
压力和成本。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巡视整改

投标“不出门”开标“不见面”
——湖南多部门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巡视整改

喜闻贫困户当上“老板”

苗乡“飞”出“金果子”

麻阳猕猴桃种植“土专家”张湘云手把手教农民种植猕猴桃，还带出了
一帮徒弟——

村里来了“土专家”

早稻收购有序进行
8月9日，双峰国家粮食储备库沙溪分库，种粮大户在送售早稻谷。当前，该县早稻收购工作紧张有序进行，双峰国家粮

食储备库各库点严格按照早稻最低收购价242元/百公斤的收购标准敞开收购。 李建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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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9日
讯(记者 孟姣燕)湖南
旅游爱好者有福了！一
大波旅游优惠福利接
踵而来，湖北、山西、江
西等省份近日宣布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免费
政策。

8 月 7 日，湖北省
政府新闻办宣布，从 8
月 8 日开始，湖北省近
400 家 A 级旅游景区
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开
放。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今年底，包括“十一”黄
金周在内。全国疫情低
风险地区游客，实名预
约，测温、扫健康码后
均可免门票进入景区，
预约平台将于8月8日
正式上线运行。湖北还
通过设立旅游包机、旅
游专列、旅游包团等项
目奖补，欢迎省外游客
入鄂。

山西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宣布，
2020 年下半年，周一到周五工作
日，山西国有 A 级以上景区对全国
游客免首道门票，同时鼓励民营 A
级以上景区参照执行。

从今年 7 月 15 日起至 9 月 15
日，江西省启动 2020 年“全国学子
暑期乐游江西”活动。全国大中小学
生通过“云游江西”微信小程序申领

“学子卡”，可免票游遍江西所有
5A、4A景区。

▲ ▲（上接1版）
不甘贫穷的志向，成为凌帆走向

成功的动力源泉。在政府帮助下，办理
贷款，参加培训班，接受技术人员现场
指导……凌帆注册的衡阳态美花卉园
林有限公司，到去年扩建完成 110 亩
鲜花基地，成为湖南最大鲜切花种植
基地。

如今，凌帆的公司年收入 500 万
元以上，还帮扶了130户贫困户，为26
人解决就业岗位。

一座座“雁巢”日益华美，构成雁
城脱贫攻坚大美画卷。

截至去年底，衡阳市原有贫困劳
动力 135787 人，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就
业91751人。

在产业之翼带动下，期望中的美
好生活正加速实现。

产业兴市起东风
七月山头，桃红柳绿。
贫困户匡海波和其他果农无心欣

赏，4 万公斤红桃销路受阻，这几个来
自祁东县步云桥镇圆山村的汉子急得
不知所措。

衡阳市消费扶贫管理中心收到求
助，马上联系合作方湖南达漫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匡海波的桃子迅速在电商平
台上架，单日最高卖出1.25万公斤。

目前，超过25万名贫困户在该公司
电商平台上架扶贫产品，覆盖衡阳12个
县（市、区），累计销售额达1290万元。

截至今年6月底，衡阳贫困村农产
品在电商平台累计销售额达2亿元。

“云端”消费市场崛起，为羽翼丰
满的扶贫产业吹来阵阵东风。

去年 6 月，衡阳发布《关于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
出9种消费扶贫方式，其中就包括和电
商企业共建衡阳市消费扶贫管理中心。

和“云端”市场一同兴起的，还有
会展市场。

去年8月，衡阳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消费扶贫，衡阳在行动”。启动仪式举
行当天，现场展销扶贫产品 300余种，
26 家单位（企业）当场签订购销合同，
签约金额达1.5亿元。

今年1月，衡阳市消费扶贫产品交
易博览会暨消费扶贫年货节举办，100
余家扶贫企业参展，累计销售额达
6100万元。

截至目前，衡阳市共举办展销类
活动65场，销售金额达3亿元。

结合其他消费扶贫手段，衡阳市
贫困地区农产品累计销售额已超 6.5
亿元。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周月秋家的茶叶、凌帆家的鲜花、匡

海波家的红桃等，因为消费市场勃兴，成
为了紧俏货。邓群策提到的“一县一特”

“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已基本形成。
即使面对困难，亦毫不畏惧。
为减轻疫情影响，衡阳持续加大

扶持力度，保障产业扶贫项目生产、储
存、运输、销售各环节环环紧扣，一面
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国
家“扶贫832”、衡阳消费扶贫管理中心
等平台，组织各类电商企业开展线上
销售；一面组织全市机关与企事业单
位，优先集中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

智和勇，刻在衡阳骨子里，助其展
翅翱翔。

产业振翅“雁”翎生辉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易禹
琳）近日，湖南大学官网更新教师信
息，出生于 1994 年的工学博士李晟曼
出任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教授。湖南越来越多 90 后教授走上讲
台。这一次，年仅26岁且没有海外经历
的李晟曼直接拿到副教授职称，再次
引发热议。

据悉，李晟曼 2015 年毕业于华中
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获工学
学士学位，同年直博，继续就读于华中
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师从
吴燕庆教授，2020 年 6 月毕业被授予
工学博士学位。2020 年 7 月入职湖南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求学期间，
李晟曼曾获国家奖学金、知行奖学金。
持续3年日复一日的实验，积淀了今天
的成就。

对获聘副教授，李晟曼今天回应
记者：目前比较忙，将择时接受媒体采
访，感谢大家的关心。湖南大学回应：
李晟曼专注纳米材料生长、微纳电子

器件的加工制备、新原理器件制备与
测试以及电路设计与集成。在 Nature
Materials、Nature Nanotechnology、
Advanced Electronic Materials 等
期刊发表 SCI论文 10余篇。2019年参
加国际微电子器件大会（IEDM）并作
口头报告，获得台积电公司的关注。

湖南高校已出现多名 90 后教授。
2012 年 3 月 20 日，1990 年出生、年仅
22岁的刘路破格受聘为中南大学教授
级研究员，并获得校方 100 万元现金
奖励。他因破解困扰全球数学界 20 多
年的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而一举成
名。2018 年，1990 年出生的李东获聘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当时，李东刚获得同济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991年出生的
博士陈少威获聘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教授。2019年8月，1991年出生的
刘惠颖受聘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
会学系特聘教授，她在香港大学社会
工作与社会行政系获硕士、博士学位。

26岁女博士获聘湖南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