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20年10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吴广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谢卓芳
金鹰报记者 毛玉婷

秋雨绵密，给群山披上了蝉翼般
的白纱。薄雾下，一条绵延数十公里的
盘山公路掩映其间，串联起山间一个
个小聚居点。这座被群山环绕的村庄，
便是娄底市新化县文田镇石燕村。

这是文田镇最大的贫困村，过去
交通闭塞，水电不通，生活水平落后。
2017 年驻村帮扶工作队进村时，石燕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6户680人。3
年里，石燕村修起了40余公里的公路
直通村组，11 处饮水项目连接家家户
户，3个种养合作社蓬勃发展。2019年
底，全村实现脱贫出列。

9月29日中午，石燕村村头升起袅
袅炊烟，村民罗东兰正忙着做客人点的
三合汤，丈夫廖怡辉收拾桌面,招呼客人。
这是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一半是
日用百货售卖处，另一半用来作餐厅，接
待偶尔来聚会吃饭的村民。一旁帮忙守
店的年轻男子是这对夫妻的儿子廖旅
游。眼前的年轻人衣着笔挺，神采奕奕。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李迎接说，现在的
廖旅游和3年前简直判若两人。

廖旅游并不是传统的贫困户。他
早早走出山村，和妻子李秀在镇上租
了一个门面卖猪肉，生意红火。小两口
勤奋踏实，有两个孩子,在县城置办了
房产，还买了辆小车，日子很有奔头。

廖旅游 29 岁时幸福生活戛然而
止。2017年底，他被诊断出尿毒症。妻
子回家照顾他，家里断了收入来源。一
周3次透析，还要住院吃药，一个月要
花上六七千元，加上手术费用需要准
备60万元。为了治病，廖旅游卖掉了房

子和车子，一家人搬进了摇摇欲坠的
老旧木屋里。

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重压让廖旅
游暴瘦，小伙子体重一度只有100斤。

“当时我就像个活死人，几次想过不治
了，就这么等死吧。”廖旅游哽咽道。

帮扶一个人，保住一个家。2018年
初，驻村帮扶工作队了解到情况后，第
一时间将廖旅游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享受农村低保。“我第一次见他时，
他坐在门口木讷地望着天，没有一点
生气。”李迎接隔三岔五就到廖旅游家
里来，给他介绍扶贫政策，鼓励他不要
放弃希望。

“能符合条件的政策，都想办法帮
他申请。”李迎接说。帮扶工作队为廖
旅游筹集善款5万多元，并通过医疗扶
贫政策,将他的医保报销比例提高到
85%至90%，减免了医疗费近20万元。

2019 年春，廖旅游在湘雅医院成功进
行换肾手术。

为了改善一家人居住条件，帮扶

队把原本破旧的木房进行修缮加固。
全家4人享受三类农村低保，两个小孩
在文田镇上学，享受教育扶贫补助。村
里新成立的扶贫项目鸭公冲经果林生
态种植合作社，帮扶队让贫困户免费
入股，廖旅游也有了分红。

通过申请金融扶贫小额信贷，廖旅
游拿到了4万元免息贷款，在村头开了这
个小食店，每月多了一份收入。廖旅游并
不满足于此，2019年底身体恢复后，与老
婆又一起外出务工，小食店交由父母打
理，全家月收入过万元，摘掉了“贫困帽”。

大病保障，危房修缮，教育扶贫，
免费入股,产业奖补……从死气沉沉到
充满烟火气，廖旅游一家是石燕村精
准扶贫的鲜活注脚。如今的廖旅游浑
身有劲，看到村里政策好，打算回村发
展，在家门口搞生猪养殖,再到镇上销
售。“扶贫政策如果不好，这个家早就
散了。我现在就想着努力赚钱盖新房，
回报社会，传递爱心。”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9月28日，秋高气爽。记者从长沙市
区驱车经京港澳高速，不到一小时就到
了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长沙县青山
铺镇天华村。远处是巍峨缥缈的天华山，
身旁是成片的稻田，山风徐徐，翻滚着稻
浪，一股股稻香扑鼻而来。

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2014年，天华村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12 户。6 年后再进
村，这里的变化可用“山乡巨变”来形
容——崭新的沥青路连接11个村民小
组，风景秀丽的天华山景区游人如织，
大变样的村容村貌彰显着文明新风尚，
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天华村，村以山名。这里，不仅有万
年松等远近闻名的“天华八景”，而且孕
育了著名的工运领袖杨福涛等革命英
烈，更因1961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刘少
奇在此蹲点调查18天留下的“小故事大
情怀”而令人神往，别样的“红”色风景
因脱贫攻坚路上的“旅游+扶贫”而精彩

绽放。
在扶贫工作队进驻天华村前，该村

户均纯收入每年仅1万元左右，而建档
立卡贫困户户均不足4000元。

天华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路子该怎样走？不能身处宝山
不识宝啊!青山铺镇党委副书记向林
霖介绍，扶贫工作队进驻天华村后，经
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当地党委政府确
定坚持生态优先，定下了“旅游+扶
贫”的总基调，通过“党建+旅游+扶
贫”模式，引进军芳家庭农场作为龙头
企业，实施林下生态养殖产业扶贫项
目，既守住了生态红线，又激发了贫困
户的内生动力。

天华村临近国道107、京港澳高速，
地理位置较好，但交通不便制约了当地
的发展。入村入户道路基础差，既给当
地群众生活出行带来不便，也不利于产
业发展。

经过村支两委和扶贫工作队几年
的努力，目前全村24个村民小组，水泥
路实现组组通。依靠便利的交通和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从
2016年开始，村里着力推进全域旅游，
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投资
2000余万元，建成了天华山景区。

现在，红色的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
馆、绿色的天华山景区、蓝色的浔龙河
源头响水坝，已经成为天华村全域旅游
的靓丽名片。近两年，天华村每年接待
游客均达30万人次以上。

如何把贫困户的脱贫增收与发展
红色旅游更好地结合起来？驻村扶贫工
作队也是费尽了心思。

长沙晚报社驻天华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王建刚介绍，工作队积极引导贫困户
发展种植和养殖产业，栽种苹果、黄桃、
锥栗和柚子等果树，免费发放鸡鸭鹅等
家禽幼苗给贫困户饲养，这些扶贫产品
全部在景区内和线上实现销售。

2017年底，天华村将一栋老旧办公
楼改建为“青山铺子”特色农副产品展
厅，今年将其升级为青山铺镇消费扶贫
产品展示中心，并积极搭上“电商快
车”。记者在展厅内看到，优质禽类、干

货、蔬菜、腊味等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十
分丰富，前来选购的游客络绎不绝。

2019年，天华村与长沙市十之八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以贫困户“入股
分红”为核心，以“企业产业发展带动贫
困户产业发展、企业产业发展带动贫困
户就业”为有效连接，帮助贫困户稳定
长效增收。

在天华村大沙里组，贫困村民彭德
林见到记者到来,热情地端出凳子,立刻
泡茶。今年51岁的彭德林有一个天生智
障小孩，以前全家仅靠他一人打零工维
持生计，现在他妻子在天华山景区做公
益岗位，家里搞起了鸡鸭养殖，还加入
了村里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搭帮党
的政策好，今年我家收入在5万元左右，
脱贫奔小康绝对没问题！”

“要让好风景变成好‘钱途’!”天华
村党总支书记陈伟对记者说，天华村在
脱贫攻坚中找准了适合自己的“旅游+
扶贫”路子，实现产业模式华丽转型，民
生福祉大幅改善，村民实现全面小康不
再是梦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天华山下别样红
——长沙县天华村“旅游+扶贫”的生动实践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唐亚
新）今天，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国
庆中秋假期交通安保工作紧急调度会，副
省长、省道安委主任许显辉出席并讲话。

国庆中秋假期以来，我省高速公路
出入口总流量突破单日508万辆最高峰
值，假期前4天高速公路总流量较去年
同期上升15%。从历年规律看，假期最后
两三天将是短途旅游和返程的高峰期。

许显辉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警惕，坚决杜绝麻痹大意，进一步树
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杜绝重大交通事
故，遏制较大交通事故，严防发生长时

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要迅速行动，充
实执法执勤站点，开展路巡路查路检，
组织执勤执法力量，确保重点时段、重
点路段有人负责、有人巡逻、有人管事，
坚决遏制事故风险。要强化组织领导，
坚决落实工作措施，全面加强工作调度
和督导落实，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深入
推进交通安全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以严
细深实的工作作风抓好各项工作的落
实落地，用工作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
幸福指数、安全指数，确保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更安全、更和谐、更幸福的假期。

许显辉在假期交通安保工作紧急调度会上强调

全力应对国庆中秋假期返程高峰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陈润）抢抓施工黄金期，大力推进
项目建设。日前，衡阳市秋季重大项目集
中开竣工仪式在白沙洲工业园区举行。

这次参加集中开竣工的项目共有
63个。其中，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衡阳智
造谷、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衡阳分
公司医药配送物流等开工项目36个，
总投资 336.4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3.28 亿元；衡阳新兴金融中心、衡山
科学城标准厂房二期建设等竣工项目
27个，总投资111亿元，年度完成投资
49.9 亿元。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衡阳智

造谷项目，集研究开发、应用示范、人
才培养、创新创业于一体，将建设未来
智造体验中心、工业互联网学院、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及工业互联网
软件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推动衡阳制
造业转型升级，打造智造新产业集群。

日前，衡阳市推出《关于促进产业链
发展助推现代产业强市建设的实施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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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
育、扶持和壮大一批头部企业、领军企业
和高成长性企业，力争用2至3年时间，
形成衡阳现代产业发展新格局。

衡阳63个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

湖南日报记者 吴广
华声在线记者 唐卓婧

说起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的巨变，
村民异口同声：村里有了大源“高速”。

然而,大源“高速”并不是高速，而
是大源村的一条通村水泥路。

9月28日，记者乘车来到大源村，
见到了掩映于山林之中的大源“高
速”——4.5 米宽的水泥路,蜿蜒而平
坦。“村路不起眼，却修了几十年。”话
音刚落，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钟剑一
脚急刹车，便麻利地跳下车，清理山体
滑坡滚下的落石。大源村地广人稀，林
地面积占全村总面积 85%以上，是一
个典型山区贫困村。

要致富，先修路。上世纪80年代，
往返村子需翻山越岭。90 年代，一双
解放牌布鞋、几个红薯，就能让村民抡
着钢钎铁锤，挥汗修路一整天，总算凿
出了机耕道。2008 年，大源村争取到
了 4 公里的修路指标。为了筹集配套
资金，村委会主任廖国平带着各组组
长挨家挨户“讨钱”，终于筹到了16万
元，建成 3.5 米宽的基干道。可以通农
用车，但无法会车。“不能挡了子孙后
代的致富路！”2018 年，为了道路硬
化，村民廖选友免费让出了自家三分
之一的耕地。

2015 年起，脱贫攻坚的东风吹进
大源村。时任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在
此联点；县交通运输局和县人民医院
两家后盾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和 51
名党员开展结对帮扶。5 年以来，向上
争取各类帮扶资金逾 3000 万元。其
中，道路硬化21公里，道路拓宽并硬化
5.7 公里，共计投入 970 余万元。2019

年，大源村迈入“双
向会车时代。”

沿山路盘旋而上，但见杉林叠翠延
绵。“以前村里不通车，没人敢规模种
植。冬季砍伐好的木材，只能锯成一段
段，绑成一捆捆，随着次年洪水暴发，漂
流而下……”钟剑讲述着往事，把车停
在了顺炎牲畜生态饲养合作社门口。

黑牛闲庭信步，小猪嗷嗷待哺……
这个生机勃勃的合作社是村民谢志华
办的。2017年，他回乡成立合作社，生
产猪牛鸡鸭鱼等农产品，年均销售额
达200 多万元，带动96 人就业。“现在
路通了，山里产品不愁卖，只怕产量跟
不上！”谢志华路子广，总是鼓励村民
多种养，去年帮村民卖出了20多万元
农产品。

“以前年猪下山要坐轿。现在，下
午杀的两头猪，晚上就能端上市民餐
桌。”谢志华说，他接下来想发展村级
物流，缩短出货速度。

为合作社杀猪的是 68 岁的廖新
贵。除了屠宰生猪，他还种了8亩黄桃，
年收入达五六万元。“过去早上四五点

起床，挑一担黄桃去镇上赶集，卖完到
家已是深夜。路通了，有力气种没力气
卖的日子过去了，组里没了荒地。”廖
新贵说，修路那几年，他每天义务充当
道路监督员，生怕修好的新路被压坏。

“村里路通了，进城务工也方便
了。”村党总支书记唐自华掏出手机，
翻出村级微信群告诉记者，村里常帮
企业、合作社发布招工信息，还定期开
展种植养殖等技能培训。全村已有 43
户58人转移就业，其中县内务工人员
达32名。

脱贫户张曼鹅是“株洲市转移就
业勤劳之星”。记者见到她时，她正趁
着久违的太阳晒谷子。经过就业帮扶，
张曼鹅夫妻俩都在炎陵县九龙工业园
打工，月入五六千元。“骑着摩托上下
班，只要半小时，上班种粮两不误。”张
曼鹅快人快语，笑意盈盈。

村里有路，地里有粮，手中有活。
如今的大源村村民，自信而满足。全村
贫困发生率已由2014年的18%降为现
在的1%。

新村道奔向好日子

老木屋重燃烟火气

9月30日，大山深处的新化县文田镇石燕村。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范晖

“最近雨水多，气温低，苗床保持湿润
就好，不能过量施水。”10月2日，汉寿县
汉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里，
松花菜秧苗已长出三四片真叶，绿油油
的。农业科普服务队志愿者、农技专家丁
立君，一边察看秧苗的长势，一边抓了把
苗床上的土，反复叮嘱种植大户方正初。

从育苗大棚里出来，丁立君又来到松
花菜移栽基地。“种植松花菜要保证土壤肥
沃，土质疏松，有良好的排灌设施，土壤湿
度过大容易得黑根病。”在田垄上，丁立君
把菜垄设计、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培土、壅
根水分管理、束叶护花等种植要点作了讲
解，并一一示范，“手把手”地进行指导。

方正初是种植蔬菜的“老把式”，
但种植松花菜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告诉记者，去年种松花菜，因为没有
掌握技术，菜苗因蹲苗等原因，花球长
得很小，以致产量和效益不高。今年疫
情期间，汉寿县农业科普志愿服务队
组织蔬菜科普小分队深入围堤湖蔬菜
基地，指导播种、育苗，开启新一年的

农事。除了指导冬瓜、豆角、辣椒等 10
多个常规品种，重点对松花菜种植进
行指导。“今年第一批松花菜上市，亩
产达到2000公斤、产值过万元。”方正
初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去年底，汉寿县被列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第二批全国试点县。为了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基层延伸，打
通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初，“守护田间绿色项目”应运而
生，成立汉寿县农业科普志愿服务队。

“现在有志愿者431人，成立21个技术
小分队，涵盖蔬菜、水稻种植，水产养
殖，生态保护等方面。”汉寿县农业科
普志愿服务队相关负责人汤必军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
者达700人次，受益群众超2万人。

“志愿服务队常年开展农业技术
指导、技术培训、科技科普等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以浅显易懂、农民群众易
于理解、接受的方式，开展农业科普活
动。”汤必军介绍。

一年来，志愿者们立足实际，扎根
农村，面向群众，把志愿服务送到田间
地头，不仅有效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提
升难题，还因地制宜打造汉寿辰阳街道
蔬菜公园、岩汪湖镇水稻示范园等新时
代文明实践示范基地，走出了推进农业
发展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路子。

雷锋家乡学雷锋

四季同行
汉寿：志愿服务到田间

吴广 唐卓婧

来大源村之前，记者想多了解乡
村产业发展情况。进村后，却发现村民
谈到更多的是，这条盼了一辈子、修了
几十年的村道。

“邻居突发疾病，救护车上不来，
只能用竹椅抬下去，最后耽误了救治，
村民不幸去世了。”

“以前女儿上小学寄宿，每次回家
要给她准备一周的咸菜；现在外孙上
幼儿园都可以读跑学了！”

……

昔日的大源村交通闭塞，有能力
的村民选择弃村求存。对于农村来说，
人是最大的生产力，人走，村更穷。

如今,通过脱贫攻坚，大源村乡村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实现安全饮水、网
络通信全覆盖，建成光伏发电站……
外出村民纷纷返乡创业、就业、建房；
留守村民不再以打牌为乐，家家户户
或打工种田，或发展产业。

也许，大源村产业发展之路并不
典型，但路通百通，让老百姓的幸福日
子更近了。他们愿意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起奔向小康路。

幸福的日子更近了■记者手记

毛玉婷 谢卓芳

石燕村由于地势偏僻，环境恶劣，
村民过去过着靠天吃水的生活，常年季
节性断水，单门独户取水更是困难重
重。48岁的村民邹益辉告诉记者，过去
自己需要每日去山脚下挑 10 担水，才
能满足养殖用水和生活用水。

为了找到安全优质的水源，2017
年，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干部开始在崇
山峻岭间寻觅。爬过山沟，穿越丛林，几
经艰难终于在山上找到合适的取水口。
投资243万元修建11处饮水安全工程，

将水管连接到每一户家中。“用上自来
水了，吃饭都更香了！”9月28日下午，记
者路过一户正在洗菜准备做晚饭的人
家门口，女主人笑容满面地说道。

从与现代社会脱节,到拥有相对完善
的基础设施，石燕村3年多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带给村民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
善，还有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远处，200亩
果林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中药材基地躺着
被精心呵护的幼苗，淅淅沥沥的雨雾中穿
梭着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人从贫困的泥
沼中挣脱出来，开始相信，有好的政策,靠
着一双勤劳的手，能实现更好的生活。

■记者手记 挣脱泥沼,拥抱更好的生活

9月29日，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小车在新建的村级道路上通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张佳
伟）9月底，邵阳市87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竣工，总投资 466.7 亿元。这是该市
加快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成果。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有三一生
态智能产业园及试验场等50个，概算总
投资387.51亿元，其中产业项目29个、总
投资304.38亿元，占全部开工项目投资
的78.5%。竣工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一邵

阳产业园、特种玻璃研究院等37个，完成
总投资79.19亿元，其中产业项目21个、
总投资53.7亿元，占全部竣工项目总投
资67.81%。三一邵阳产业园投产后年产
值可达8亿元、纳税3000万元。

此次集中开竣工的重大项目，从
投资领域看，产业示范引领作用明显。
从区域分布看，各地呈现竞相发展、比
学赶超态势。从投资影响看，重大政策
项目化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

邵阳8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

▲ ▲（上接1版①）
九兴控股集团是一家在香港上市

的跨国公司，2011 年来湘投资开设企
业，为确保经营环境平稳，2017年与我
省税务部门签订为期 3 年的预约定价
安排协议。这是我省首次对这一税收
管理方式进行尝试。

协议执行期间，我省税务部门对
九兴控股集团在湘企业所得严格落实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依法为企业
减免所得税930万元。

九兴控股集团在湘企业负责人表
示，预约定价安排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集团进一步增强了在湘投资意愿。

▲ ▲（上接1版②）
邵阳经开区负责人袁胜良介绍，2

个分中心（实验室）布点邵阳，将加强邵
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与国家级平台的

联系，提高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的
学术地位和研究能力，提升邵阳先进制
造技术的水平，为邵阳加快打造“湘中机
械制造之都”插上腾飞的翅膀。

▲ ▲（上接1版③）
同时，张家界严把旅游安全关，通

过“铁腕治旅”专项整治行动，公安、文
旅、市场监管、交运等部门联合行动，
全方位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
点环节的监控，严厉查处恶意竞争、追
客赶客、不合理二次消费等各种扰乱
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
不法行为，并设立多条24小时投诉通
道。目前，全市未发生旅游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

张家界在飞机场、高速出口、武陵
山大道沿线、公共广场和城市道路节
点等地均设立了义务咨询服务台，向

游客发放旅游咨询资料，引导自驾车
旅游，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反馈游客
意见，解答游客疑问，满足游客合理诉
求。同时，全市各行政机关单位和事业
单位停车场全部对外开放，并确保自
驾游车辆停放安全。

“假期即将结束，张家界永远留在
心里。”6日下午，来自上海的游客郭志
伟告诉记者，一家三口已经游玩了武
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宝峰湖等景
点，还将用余下的两天时间走下溶洞，
看下演艺，泡下温泉，“这里的风景很
好，服务很棒，体验感很足，给我们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