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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脱贫看桂东

颜石敦 陈志杰 陈应时 郭俊利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
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这是我们党向
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贫困群众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大
多没有资金、产业、技术、销售路子。
如何让先富带后富，共奔小康路？近
年来，桂东县积极探索，构建“大型企
业+股份帮扶”“订单农业+消费扶贫”

“土地流转+产业用工”等利益联结机
制，让贫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实现稳
定增收脱贫。

“大型企业+股份帮扶”
持之以恒拔“穷根”

秋分后的早晨，桂东县沤江镇增
口村云雾弥漫，给村庄披上一层薄纱，
宛如仙境。

沤江镇党委副书记邓宏指着远处
牛郎山风电机翼介绍，这个机组总装
机容量 4.8 万千瓦，共有 5152 户贫困
户入股，年户均分红2000元以上。

桂东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
地，平均海拔 900 米，风力资源丰富。
2017年，该县创新“政企合作、产业发
展、贫困户入股分红”扶贫思路，引进
中核汇能中南分公司建设牛郎山风电
项目。

“把桂东的风力资源与央企的资
本优势、管理优势、市场运作优势、人

才技术优势等有机结合，
通过产业效益和贫困户收
益的联结机制，让贫困群
众脱贫不返贫。”桂东县科
技和工业信化局副局长郭
益林说，县里对贫困户入
股风电资金进行优化，一
般贫困户自筹，无劳动能
力、兜底、低保、重残、重病

等贫困户由县里出资。
劲风“吹”来大产业，风电成了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2019
年，总投资 3.88 亿元的牛郎山风电项
目并网发电，吸纳 5152 户贫困户入
股，占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三分之
一。今年 3 月，发放 2019 年度分红
240 万余元，入股贫困户手拿票子喜
笑颜开。

“风电产业投资风险小、稳定性
强、收益率高。”中核汇能中南分公司
负责人周群介绍，牛郎山风电项目每
年可运行1959小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3.16万吨，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253
吨。项目至少可运营20年，预计可为
入股贫困户分红8000多万元。

沤江镇羊社村村民郭运尧腿部残
疾，妻子患有侏儒症，小孩还在上学，
家里生活困难。2014年，郭运尧一家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帮扶工
作队对症施策，聘请他为村保洁员，并
对他家实施产业、教育等帮扶措施。
今年，牛郎山风电项目给郭运尧分红
7500元，他家日子越过越好。

牛郎山风电项目只是桂东县“大
型企业+股份帮扶”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县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先后引导
湖南润梓兴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桂东县裕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等大型优质企业，吸纳 627 户
贫困户入股，享受长期分红。

“订单农业+消费扶贫”
农产品变“钱袋子”

金秋 9 月，走进桂东县大塘镇蛟
龙村罗汉果种植基地，只见一个个外
形饱满、颜色翠绿的罗汉果挂满枝头。

“采摘时，注意轻拿轻放，不要划
伤果皮。”基地负责人黄伟再三叮嘱工
人。说完，他掏出手机与采购商商讨

购销事宜。
“罗汉果可是‘致富果’，我每天请

了 30 个工人采摘。”黄伟算了一笔
账，2019年他种罗汉果82亩，产值40
余万元，纯利润达20多万元。

“今年的纯利润预计超过去年。”
黄伟笑呵呵地说，他与盛源公司签订
了销售订单，不担心罗汉果卖不出去。

以往，种植户靠天吃饭，遇上风调
雨顺大丰收，但是因为市场信息不对
称，造成丰产不丰收，甚至赔本。

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盛源公
司与种植户签订协议，无论市场供求、
价格如何变化，公司都会在保底价的
基础上根据市场行情进行收购，保证
种植户只赚不赔，让他们吃下“定心
丸”。

目前，盛源公司带动全县种植罗

汉果、天麻、黄精、金银花等 5100 亩，
众多群众依靠订单农业有了稳定收
入。

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桂东县通过搭建
电商平台，建立电商公共服务站、扶贫
网店等，助力农产品线上销售。

9 月 11 日，寨前镇新桥村电商公
共服务站有不少来送山货的村民，刘
运钦便是其中之一。

“电商公共服务站建立后，解决了
我们的销售难题!”刘运钦这次送来
18公斤板栗，卖了175元。

新桥村电商公共服务站站长郭彩
球说，服务站去年帮助全村 279 户农
户销售花豆、红薯、甜玉米等 25 万余
元。

“为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桂东建

立‘一村(贫困村)一店(网店)’等精准对
接机制。”郭益林介绍，县里整合电商
扶贫专项资金及配套资金，在县级电
商服务中心、乡（镇）、村三级电商服务
站开设扶贫网店，代销农产品，代购农
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等。

目前，全县已建成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1个、电商服务站点85个，覆
盖 90%的贫困村，精准对接“淘宝网”

“京东”“惠农网”等 14 家电子商务平
台。2019年，该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83亿元。

该县积极开展电商扶贫黄桃节和
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
进社区、进超市、进企业、进民宿”等产
销对接活动，进一步拓宽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

今年4月27日，桂东县委副书记、
县长伍志平化身“带货”主播，在“芒果
扶贫云超市”直播间，帮贫困群众卖

“山货”，一天时间销售野桂花蜜、玲珑
茶等50余万元。

桂东消费扶贫规模不断扩大，不
仅解决了当地农产品销售难题，还促
进了农业规模化发展。

“土地流转+产业用工”
多措并举稳脱贫

桂东有 19.025 万亩耕地，但因传
统农业耗时长、成本高，大量青壮年选
择外出务工，致使部分农田闲置。

为盘活闲置农田，近年来，该县对
症下药，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有序”
原则，按照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的要求
引导村民流转土地。同时，积极对接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
致富带头人，进行集中经营。此举既
盘活了土地资源，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开创农户增收致富和农业产业化齐头
并进的良好局面。

眼下正是莲子收获季节，寨前镇
莲亿公司千亩荷花产业园迎来大丰
收。在公司加工坊里，三五成群的农
户有条不紊地进行莲子剥壳、去芯、清
洗、烘干，现场一派繁忙。

莲亿公司是一家专业种植莲藕的
企业，生产的“湘莲”莲子、莲藕（藕
粉）、莲心茶、荷叶茶等产品，畅销海
南、福建、北京等地。

2019年，寨前镇引进莲亿公司建
设荷花产业园。目前，公司在寨前镇
流转3600亩土地种植莲藕，涉及325
户农户，每年土地流转金达180万元。

“公司忙时有 60 余人务工，人均
月工资 3500 元。”莲亿公司负责人施
永立说，去年共发放工资50余万元。

寨前镇水湾村贫困村民陈玉骄，
将自家的 3 亩土地租给莲亿公司，她
还到公司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
入一年将近 3 万元，陈玉骄家实现稳
定脱贫。

这个荷花产业园促进了寨前镇旅
游业发展。盛夏，千亩荷花绚丽绽放，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避
暑，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民宿经济
发展。

“今后，我们将举办赏荷节、品莲
会、摄影展、采莲、钓鱼等活动，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游玩、避暑。”寨前镇组织
委员张颖说。

土地流转保基本、产业发展增效
益、观光旅游促兴旺、民宿接待强增
收，寨前镇闯出了一条稳定脱贫路子。

据介绍，截至目前，桂东县共流转
土地 6 万亩（耕地 2 万亩），涉及全县
3600 余户贫困
户，每年租金达
1500 万 元 ，解
决贫困户务工
5000余人。

先富带后富 共奔小康路

桂东县沙田镇径口村盛源药业公司罗汉果基地，有力带动当地贫困
户增收脱贫。 （桂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飞 谭力彰）9月28日，石门
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新闻发布会，宣
布第20届石门柑橘节暨文化旅游季系
列活动将于10月17日在石门启幕，届
时将举行吃橘大赛等8大活动，为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助力添彩。

石门县委副书记、县长邓碧波说，
石门柑橘有“三味”：品味是千年传
承、荣誉满身，风味是绿色天然、果美
质优，韵味是农旅融合、别有风趣。他
介绍，多年来，石门柑橘产业建设立
足让消费者“既要吃得舒心、更要吃
得放心”，全县有 6.21 万亩柑橘获得
绿色食品基地认证，1.03 万亩柑橘通

过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认证管
理，12 万亩柑橘基地今年再次获得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认证。

目前，石门已在国内 22 个省市自
治区的 1300 多个县级以上城市建立
了稳定的销售网络，远销俄罗斯、欧
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均出口鲜
果10万吨左右，占全省柑橘鲜果出口
总量的90%以上。去年，实现全年总产
量 31.78 万吨，鲜果产值达 9.04 亿元，
综合产值达11亿元。

今年的柑橘节以“石门橘子红了·走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为主题，集文化、
艺术、旅游、产销、体育为一体。

石门柑橘节10月17日启幕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张兴国 胡纯亮）9 月
28 日晚，潇水河畔，华灯初上，夜零陵
如花绽放，为期一个月的第二届历史
文化名城(永州)文旅活动周暨柳宗元
文化旅游节·零陵夜宴开幕，再次激活
零陵城市经济活力、热力与魅力。

开幕式上，开场大歌舞、汉服秀、
舞台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活动将
文化和旅游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引爆
视听盛宴。“一千零一夜”“零陵夜宴”
等新项目的神秘面纱被一一揭开，100
余顶彩色地摊帐篷同时启动经营。

作为“夜跑”主打节目的荧光马拉
松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加。大家奔跑

时，统一左手挥舞荧光棒，靓丽的荧
光，点亮了零陵的夜空。

在东山景区，全息投影形成沉浸
式表演，重现柳子、怀素、周敦颐、杨万
里、范纯仁等与东山相关的历史杰出
人物形象，寓意“东山再起、紫气东来”
的文化自信。

据了解，本届节会将全力打造“零
陵夜宴”品牌，特别推出夜演、夜秀、夜
映、夜跑、夜游、夜舞、夜书、夜诵、夜
食、夜购等“十个夜”系列特色活动，涵
盖美食美景、文化文艺、线上线下、体
育体验等多个方面，让游客留下来、市
民乐起来、消费火起来，促进文旅升
温。

游客留下来、市民乐起来、消费火起来

“零陵夜宴”开幕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聂沛
成俊峰）今天，记者在衡阳市产业链建
设工作动员大会上获悉，为加快建设现
代产业强市，该市将全力建设汽车、有
色金属及新型合金、化工新材料等 14
条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培育“火车头”，跑出“加速度”。头

部企业、领军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是
产业发展的“火车头”。衡阳市以产业链
为总抓手，围绕“两网两图两库两池两
报告”谋划和推进各产业链发展。两网，
即积极依托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
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两图，即
每条产业链要更新产业发展全图和产
业发展现状图；两库，即每年动态更新

和跟进产业链发展招商库、项目库；两
池，即不断梳理和更新产业发展的人才
池、资金池两报告，即各产业链每年定
期编制年度发展报告、招商报告。努力
用2至3年时间，形成衡阳现代产业发
展新格局。

衡阳市还将发力开展招才引智，加
快筹建湘南湘西人力资源现代产业园，

并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畅通投贷联
动、奖贷联动、贷款贴息与担保、上市融
资等渠道，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近年来，衡阳市以建设省域副中心
城市和最美地级市为目标，扎实推进振
兴实体经济和工业原地倍增计划，有力
推动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培育“火车头”跑出“加速度”
衡阳打造14条产业链激发新动能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梁逸晨）9 月 28 日，以“乡亲、
乡情、乡韵——凝聚潭商力量，赋能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湘潭市第二届潭商
大会举行。本届大会为期3天，以线上
加线下、主场加专场、集中加分散、主
办加协办的方式，为海内外潭商搭建
交流沟通的桥梁。

本届大会主场活动，开展湘潭市
特色优质农产品展示体验活动、蓝迪
国际智库高级咨询会、异地湘潭商会
会长座谈会、龙牌酱油280周年活动、

“潭商论道”主旨演讲、第二届潭商大

会暨产业招商推介会、文艺表演等内
容。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雨湖区、
岳塘区及湘潭高新区等分别举办专场
招商推介活动。

据了解，从2018年召开第一届潭
商大会至今，先后有北京、上海、广东、
郴州等异地潭商回乡投资，湘潭浙江
商会等湘潭异地商会积极吸引外地客
商投资湘潭，投资总额近160亿元。各
地潭商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累计为
贫困乡村捐资捐物近 600 万元，在新
冠疫情期间捐赠防疫物资和资金近
200万元。

湘潭举行第二届潭商大会

湘江集团项目建设扬清风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晗）9月

25日，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湘江集团”）“党徽闪耀·项目堡垒”暨“湘
江清风”廉洁文化进项目启动仪式，在位于
长沙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欢乐海洋项目部
举行。据悉，这是湘江集团该活动的第 9 个
示范点。

欢乐海洋项目作为湘江欢乐城“四园一
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文旅产业发展的新着力点。在各参建方的共
同努力下，项目科学铺排抢抓进度，现已完
成年度投资目标的逾160%，成为湖南湘江
新区稳投资的“新引擎”。

一直以来，湘江集团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着力抓实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务
实举措，更好地为项目加油提速、保驾护航。
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梅溪湖地下综合管廊
等“党徽闪耀·项目堡垒”示范点成为全省机
关党建工作的先进典型。该集团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水平，不断
推进项目建设速度，充分展现“国企党建排
头兵”和“项目建设主战场”的良好风貌。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陈渊 周郡杰）第六届“湘九
味”中药材论坛暨“安化黄精”品牌发
布会9月26日-27日在安化举行，来
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和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科研
单位、高校、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约
500 人参加。在开幕式现场，11 个安

化黄精全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签约
总额12.1亿元。

安化县有“湘中药库”之称，共有中
药材263科1277种，是我省中药材种
植基地示范县，目前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6万余亩。安化出好药，最好是黄精，因
其多糖、浸出物含量高，且富含硒、锌等
矿物质，被誉为“冰碛岩上的仙草”。今

年来，“安化黄精”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安化县获评

“中国多花黄精之乡”称号。
2019年底，安化黄精种植面积4.4

万亩，年产5万吨。全县现有黄精生产企
业（合作社）120余家，开发了黄精片、黄
精茶、黄精药膳包和黄精护肤品等30
余款产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33个，帮
扶1.8万贫困人口脱贫，带动12.8万农
户从事黄精种植及关联产业。

“湘九味”中药材论坛在安化举行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尹萍 刘瑶）9
月24日上午，岳阳市岳阳楼区岳城小
学内，“我爱中国字·平语进校园”活动
启动仪式暨岳阳楼区中小学“云享阳
光·同在国旗下”线上升旗仪式火热启
幕。百余名师生、家长挥毫泼墨，一幅幅

“平语”书法跃然纸上，诠释传统经典。
“汉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

一，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
有数千年历史……”在生动有趣的汉字
演变与发展的视频中，区委负责人和师
生们一起，徜徉在汉字文化的海洋。活
动中，学生们“看”汉字演变与发展，“听”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小故事，书“写”
金句，“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谈”练习
书法的感受、对金句的解读和参加活动
的体会。台上，8名小学生手举灯笼，表

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主题节目；台
下，师生笔走龙蛇，用书法传递新时代
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次活动旨在以汉字文化为抓
手，让孩子们在感受书法魅力的同
时，讴歌新时代，传扬新思想，在潜移
默化中感悟初心、立志成才。2018年
以来，岳阳楼区始终紧抓爱国主义教
育，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举办“我和习爷爷说句心里
话”“戴好红领巾，当好接班人”等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百余次。

平语暖人心 尺素传真情
岳阳楼区百余人挥毫讴歌新时代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李超 李茂春）9月27日，以“中
国动力谷、文旅新起航”为主题的株洲
市首届工业旅游节开幕，同时围绕株
洲·中国动力谷工业集群优势发布系列
工业旅游产品。

株洲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新中
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新中国第一台电
力机车等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 300 余
项第一在株洲诞生。近年来，株洲逐步

形成以轨道交通、汽车、航空三大动力
产业为核心，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
为支撑，陶瓷、服饰两大优势产业为依
托的现代产业体系。

为充分发掘株洲工业历史旅游资
源与现代工业旅游资源，株洲市探索出

“产业链长制+企业联合党委+产业协
会”三方联动机制，举全市之力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大转型、大变革、大发展，全

面打响动力株洲工业旅游品牌。
在本次工业旅游节开幕式上，株洲

发布一系列工业旅游线路。包含以动力
谷展示中心、北汽株洲分公司为主的动
力产业游，让游客们可以寻找共和国工
业发展的历史脉络，领略轨道交通、航
空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发展的惊
人成就。此外，还发布以株洲国际赛车
场为主的赛车体验游，以芦淞通用机
场、山河科技、翔为通用航空、斯凯航空

科技为主的航空体验游，以中国（醴陵）
陶瓷谷为主的陶瓷工艺游。

开幕式上，还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科
技文化展示中心、唐人神集团总部等11家
工业企业授予株洲市工业旅游接待点。

此外还以“工业+红色旅游”为主题，
首次开通横跨株洲全境长达300公里的
旅游专列火车。旅游专列从株洲火车站发
车，途经醴陵、攸县、茶陵南站，终点为炎
陵站，共有5节车厢，可提供500个座位。

中国动力谷 文旅新起航
株洲市首届工业旅游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