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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市州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夏似飞 禹振华 张尚武
蒋剑平 张佳伟

北障雪峰，南屏五岭，西连云贵，东
接长衡，邵阳地处内陆湖南之中西部。

一百多年前，一部《海国图志》“师
夷长技以制夷”震惊四海，邵阳人魏源
也因此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
一人”。

放眼世界、敢为人先，精神血脉代
代传承。

邵阳是湖南省人口最多的市，也是
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贫困县、贫困村、
贫困人口均占全省六分之一左右。

“决战三个‘六分之一’！”在决战脱
贫攻坚中，邵阳人跳出思想樊篱，放大
眼界格局，以改革创新思维抢抓产业转
移机遇，对接国家大战略；以吃得苦、霸
得蛮，敢闯敢试、敢作敢为的“宝古佬”
精神，拔穷根、劈富路，一幅美丽、兴旺、
富足的邵阳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三幅画”里看变迁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湘西州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重要论述。同属大湘西地区的邵阳
闻令而动，吹响精准扶贫的集结号。

然而，摊开家底，面对三个“六分之
一”，大家深感担子重、压力大。

决战三个“六分之一”是头等大事！
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摒弃“等靠要”思
想，激发内生动力，全力打赢这场硬仗。

久困于穷，百姓渴盼扶贫洒“甘
霖”；不甘落后，干部主动请缨战“深
贫”。

市级领导联系贫困县，深入“主战
场”。市委书记龚文密、市长刘事青分别联
系城步、邵阳两县，当好一线“总指挥”。

工作队员驻守贫困村，立下“军令
状”。2897 支驻村帮扶工作队下派到各
贫困村，全天候驻村帮扶，不获全胜不
收兵。

党员干部结对贫困户，打好“阵地
战”。全市出动 8.5 万名党员干部结穷
亲，帮到点上，扶到根上，“一户一策”全
覆盖。

决战三个“六分之一”，必须打“组
合拳”。市委、市政府统筹资金、项目、土
地等资源，举全力脱贫攻坚。

整合资金，集中财力。2014 年以
来，市县共整合资金 353.98 亿元，累计
投放扶贫小额信贷24.9亿元，还发动社
会各界捐赠……多渠道引水，为脱贫攻
坚备足“子弹”。

争取项目，交通先行。邵阳争取国
家大项目，武冈机场建成通航，二广高
速、沪昆高铁、怀邵衡铁路等相继通车，
南连粤港澳，北接亚欧大陆桥，融入长

江经济带。
搭起“强韧骨架”，疏通“毛细血

管”。修通条条脱贫路，走出“深闺”天地
宽。7年来，全市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和提
质改造 1.2 万余公里，水泥路修到贫困
户家门口。

省级贫困村——新邵县大新镇三
和村，因白水峡谷阻隔成“孤岛”。2014
年以来，在交通部门帮扶下，架起公路
桥，天堑变通途。

“今昔各有 3 幅画，见证三和村巨
变。”村党支部书记张长征风趣地说。

“穷窝窝里的三幅画”：第一幅画是
《打手电的老百姓》。老百姓到镇里办事
要早晨 5 点打着手电往镇里赶，办完事
要借着月光才能回到家。第二幅画是

《披星戴月的学生》。学生上初中在大河
滩中学寄宿，每周一趁天还未亮就要往
学校赶，每周五回到家时月亮出来了。
第三幅画是《羊肠小道上的驮马》。运输
东西全靠马驮，运输成本很高。

“聚宝盆里的三幅画”：第一幅画是
《络绎不绝的游客》。三和村岩峦叠翠，
被湖南省登山协会评为“十佳”户外活
动线路之一。路通了，每年来的游客也
多了。第二幅画是《绿油油的桂丁茶
园》。新发展桂丁茶产业，已种植500余
亩，带动 40余户贫困户脱贫。第三幅画
是《漂亮的房子》。老百姓收入增加，很
多人家住上了小洋楼。

脱贫路上“走得稳”
30 秒组装 1 台智能电饭煲、1 分钟

冲压 1 个电饭煲内胆……8 月 12 日，邵
阳经开区的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
有限公司正在加足马力生产。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今年上半
年已接到国内、日韩、东南亚等地 300
万台电饭煲订单。我们上半年的产量是
200 万台，所以正在增加生产线、扩招
工人。”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章新主介绍，

“拓浦精工”建成了国内第一条批量生

产的厨电工业 4.0 柔性生产线，产品销
往国内外，目前400多人在此就业。

决战脱贫攻坚，关键在精准施策。
邵阳市委、市政府冷静分析：8 个贫困
县，穷的原因几乎一致，就是产业太弱。
没有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产业，老百
姓如何脱贫？

找准“穷根”，全市上下统一思想，
凝心聚力、持之以恒强产业。

2014 年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产
业兴邵”，着力打造“沪昆百里工业走
廊”，实施“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提
升、发展动能转换、营商环境优化”四大
工程，“软硬兼施”推进沪昆高速沿线
7 个省级工业园区连线成片，辐射广大
贫困地区。目前，“百里工业走廊”已吸
纳就业 20 多万人，技工贸年总收入达
2000亿元。

一年前，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
场会在邵阳召开。代表们参观“百里工业
走廊”，但见三一专汽、邵纺机、维克液压
等一批龙头企业崛起在宝庆大地，彩虹
特种玻璃、拓浦精工、亚洲富士电梯等大
项目相继投产，纷纷感慨：“没想到这些
年邵阳产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

种养业走“一县一特”之路。邵阳县
的油茶、隆回的金银花、洞口的雪峰蜜
橘、新宁的崀山脐橙、城步的奶牛、武冈
的铜鹅、新邵的玉竹……全市每年投入
资金逾 10 亿元，改扩建高标准基地 30
万亩。

新宁县发展崀山脐橙，带动8600多
名贫困人口脱贫摘帽。金石镇月汉村贫
困户刘强种脐橙 30 亩，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他高兴地唱道：“儿郎上学堂，小伙
娶新娘，老爹盖新房，全靠脐橙来帮忙。”

在洞口、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
地，山沟里办起 600 多个“扶贫车间”，
分别从事农产品和服装、鞋子、箱包、打
火机、玩具、电子元件等工业产品的加
工、生产，帮助7000多贫困人口就业。▲ ▲

（下转2版）

决战三个“六分之一”
——邵阳市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陈奕
樊）8月21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
来我省考察。

省领导和老同志杜家毫、许达哲、
乌兰、张剑飞、刘莲玉、沈瑞庭、杨泰
波、武吉海前往看望或出席相关活动、
陪同考察。

在湘期间，顾秀莲出席了在长沙
召开的“2020 全民健康发展高峰论
坛”。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程璐、原卫
生部副部长张凤楼、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甲参加论坛。
该 论 坛 旨 在 深 入 贯 彻《“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通过与会专家学者
探讨交流全民健康发展问题，助推健
康产业发展，更加有效地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

论坛结束后，顾秀莲一行参观了
湖南瓷茶艺术创新展，详细了解湖南
瓷器文化和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创
新情况。

顾秀莲一行还赴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进行考察，实地了解学校历史变迁、
毛泽东求学与工作经历，以及近年来
第一师范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传播、教育综合创新改革等方面所做
的工作。顾秀莲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革

命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要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的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让爱国
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高高飘扬。要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扎实开展关心下一代工
作，为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输送宝贵
的教师资源。

在湘期间，顾秀莲召开座谈会听
取了省关工委的工作情况汇报，对湖
南省关工委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
全省“五老”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工作表
示敬意。

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全民健康发展
顾秀莲来湘考察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8月21日下午，在湖南湘移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就业扶贫车间，工人们正在
大棚里修枝、除草。车间吸纳了长沙县
路口镇30名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

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是城市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主体。我省高度重视
农民工工作，围绕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
化的发展方向，推动农民工工作新发
展。截至7月底，全省今年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35.24万人，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总人数已达1627.84万人。

湖南保农民工就业成绩不凡，这
是如何做到的？

应急而动，行动早见效快
“我从娄底新化老家来到长沙工

作，现在每个月能拿到 5000 多元，是

‘湘就业’帮我牵线搭桥。”8 月 22 日，
在湖南建工集团六公司从事泥工的李
斌告诉记者，当地政府通过各种途径
帮助他们村里的农民找工作，他在手
机上通过工作人员推荐的“湘就业”小
程序向湖南建工集团投了一份简历，
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目前，集团通过‘湘就业’等平台
招聘农民工 2200 余名。”湖南建工集
团负责人事招聘的谢洪海说。

2 月 26 日上线的“湘就业”小程
序，是由省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省人社厅牵头应
急推出的线上招聘平台。为的是推动
疫情期间湖南企业复工复产，务工人
员再就业。平台上线 48 小时内，覆盖
82万人的微信朋友圈。

我省是劳务大省，春节前后，正是
农村劳动力进城找工作的黄金时段。

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劳动者
宅在家里“不敢出、不能出、不便出”，
如何帮助我省广大劳动者找工作？如
何让他们安心顺利返岗？全省各级各
部门紧急研究应急政策，一个个扩大
农民工就业、做好农民工返城服务保
障工作的政策举措相继出台。

今年以来，省委书记杜家毫多次
对稳就业工作作出批示，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保就业工作
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
3月中旬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
贫困劳动力及农民工就业工作。

3 月初，《关于做好新冠肺炎防控
期间农民工返城服务保障工作的紧急
通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
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八条措施》相继
出台，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 ▲

（下转5版①）

湘融湘爱 湖南行动

16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保农民工就业
湖南是怎么做到的

8月6日，隆回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思源小区。去年建成的该小区环境优
美，与九年义务制学校仅一路之隔，隆回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近在咫尺，1089
户搬出大山的贫困户在这里安家。 曾勇 摄

金中基

朱伟是一名快递配送员，家在长沙
望城乡下，过去一家人异地分居。后来租
住了长沙高新区的一套公租房，两室一
厅，一家人终得团圆，在城市安居下来。

这小小的公租房，对于漂泊在城市
的农民工来说，有家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正如朱伟所言：“以前在外打工，没有居

所，不得安宁，现在真的是太幸福了！”
一套公租房，租价比市场低，农民

工租得起，住得又近很方便。在外来务
工人员较多的长沙高新区，有 8000 多
人住上了公租房。

许多新生代的农民，他们从田野
走来，来到陌生的城市，凭借自己的汗
水和才干艰辛创业、立足安居。

湘西小伙向军，先去广东打工，再
到长沙开发廊、服装店，赚了钱买了
房，去年还娶了媳妇。

邵阳小谭两口子来长沙打工，一个
当超市营业员，一个当水电维修工，没几
年就买了房，小孩也在城市读上了书。

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这些变化，
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发展、时代日新
月异的变迁。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是伴随改
革开放大潮而生。当年“百万大军下珠
江”的壮阔场景谁能忘怀？

如今的农民工，不再重演几十年
前洗脚离乡、肩扛编织袋进城的情景。
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再是为了赚钱、盖
房子、娶媳妇出来打工，而是带着憧憬

与梦想“闯天下、求发展”。
湖南是劳务大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达 1600 多万人。湖南对农民工高
看一等、厚爱一筹，在就业社保、子女
就学、劳动权益等方面给予特别关爱。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待农民工就业，
湖南举措非凡。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湖
南推出“湘融湘爱”专项服务，开行多趟
农民工专列，“点对点”将农民工送往全
国各地返岗复工。我省搭建了“湘就业”
平台，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点亮万
家灯火”等线上“春风行动”，让“就业服
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在善待农民工的问题上，怎么做
好都不为过。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城
市建设的生力军，用汗水、青春、智慧温
暖着一座座城市。他们尽管生活在最底
层，干着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却
把最鲜艳的亮色在城市留存。他们是最
美的，最值得人们尊重、关爱和赞许。

倘若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奉献付
出，谁为我们盖高楼，谁为我们送外
卖、快递？

湘经评 从田野走来，最值得关爱赞美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张咪

洣水河畔，炎陵山下，骄阳似火。
8月 20日，临近正午，到达炎陵县鹿

原镇星火村，记者一行人浑身冒汗。在洣
水支流斜濑水旁的霞塘，我们惊奇地发
现了一片百年古樟林，清凉瞬间把人浇
灌得舒舒爽爽。

走进“原始树林”，一棵棵古樟桀骜
不驯，枝干纵横交错，像一把把巨大的绿
伞。树枝干上长满藤蔓青苔，枝上又生
枝，密密麻麻。遮天的林荫挡住烈日的烘
烤，凉风从水面吹来，人跟着树枝摇曳起
来。

350 年樟树、380 年樟树、400 年樟

树、110 年枫杨……一户人家被十多棵
“国宝”包围。得知我们此行前往炎帝陵，
女主人段利娟热情相迎：“林下走 30 分
钟，就可到炎帝陵，树下凉快，气温不会
超过20℃。”

喜出望外！我们决定弃车，沿着这片
古樟林，在一片清凉中，徒步开启寻根祭
祖之旅。段利娟爽快地为我们当起向导。

斜濑水蜿蜒北上，水声潺潺。
在霞塘一个小小的渡口，唐菊莲老

人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把短衫长裤洗得
干干净净：“你看，这鸭子多漂亮！鱼，那
是又肥又鲜。”

记者手脚入水，清凉沁心。▲ ▲

（下转5版②）

炎帝陵寝地，古木参云天

8月20日，炎陵
县鹿原镇 水河畔
霞塘百年古樟林。

张咪 孟姣燕
摄影报道

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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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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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原镇，炎帝神农氏的陵寝所在地。
炎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文化勾画了中华民族灿烂的远古文明，是中华文化的

根脉和灵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炎帝陵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祈福的圣地。8月
24日至8月31日，湖南日报推出《潇湘“镇”美 风雅鹿原》专栏，全媒体记者带您走进炎陵县鹿
原镇，感受风雅鹿原的山水画卷、人文馨香。

题
记

——2020年湖南特色文旅小镇

风雅鹿原

大半个湖南找辣椒
麦子园泡菜跟自己叫板

天生一个雷公洞
老寿星安坐洞口观仙境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朱思雄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八月的江淮大地，骄阳似火。
8 月 18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安徽考察调研，并在合肥主持召开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此次考察，两大重点：一是防汛救
灾和治河治江治湖，二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入汛以来，长江、淮河、巢湖等一
度处于超警戒水位。安徽南北三线作
战，防汛救灾任务艰巨。如何加强防汛
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加强淮河和巢
湖治理，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习近平十分关心，尤其惦念灾区群众，

“这是我最牵挂的事情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如何育新机、开新局，习近平
总书记实地调研、掌握最新情况。“长
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地区我都看过

了，并开了座谈会，这次要到下游看
看，也开个座谈会。”

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安徽之行，
重在回答两大课题：

为了谁、依靠谁？“人民”二字重如
千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
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
服务员。”

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重要的
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一、治水之患，兴水之利
2020 年注定不平凡。疫情汛情叠

加，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在全国防汛救
灾形势最吃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安徽是汛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境内长江、淮河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

巢湖遭遇百年未遇高水位。王家坝闸
时隔 13 年再次开闸蓄洪，巢湖主要圩
口也实行了开闸分洪。入秋后，持续浸
泡的湖堤坝圩险情隐患增多，防汛形
势依然严峻。

这次到安徽，总书记就是要实地
察看灾区情况，看看灾区群众生产生
活恢复得怎么样。淮河之滨、长江岸
线、巢湖堤坝……炎炎烈日下，他辗转
奔波。

第一站，王家坝闸，被誉为千里淮
河“第一闸”和淮河防汛的“晴雨表”。
王家坝闸之下，是 180 平方公里的蒙
洼蓄洪区。如今，洪水退去，河水波澜
不惊，同 7 月 20 日的惊心动魄形成鲜
明比照。

当地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了开
闸蓄洪情况。

大雨滂沱，河水汹涌。王家坝闸从
警戒水位到保证水位只用了 51 小时。
7 月 19 日傍晚，他们接到开闸蓄洪和
撤离群众指令。

▲ ▲

（下转8版）

下好先手棋，开创发展新局面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