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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风起苗寨——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陈淦璋
黄婷婷

10 月 13 日清晨，露水还挂在树
叶上，浏阳市张坊镇富溪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彭文强家的小院已经醒来。几
只蜜蜂在空中飞舞，有小鸟在歌唱，
彭文强拿着镰刀出门去割鱼草了。

彭文强家坐落在罗霄山脚下，靠
山吃山，驻村帮扶工作队引导彭文强
利用扶贫产业资金，因地制宜，养殖
蜜蜂和泉水鱼，一举脱贫致富。

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
攻克贫中之贫、坚中之坚。湖南建立
健全脱贫攻坚机制体制，构建以“1+
10+17”（1为总纲、10为保障机制、17
为行业部门支持政策）为主的精准扶
贫政策支撑体系，打出一套强有力的
政策“组合拳”。

在强有力的政策机制体制支撑
下，全省上下奋勇攻克贫困堡垒，脱贫
摘帽奔小康。目前，全省剩余的19.9万
贫困人口已全部具备脱贫条件。

目标明确，对象精准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10 月 13 日，记者来到古丈县断
龙山镇米多村，感受脱贫攻坚给村里
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村民向功述家门口，一栋三层
楼房和一栋一层矮房子形成鲜明对
比。村第一书记向二成介绍，这是向
功述的“新家”和“老家”。向功述的

“老家”砖木结构，阴暗潮湿。依靠危
房改造资金的支持，向功述在“老家”
旁边新建了一栋宽敞的三层楼房。在
危房改造政策的支撑下，米多村完成
了近200栋房子的改建和维修。

精准扶贫，离不开精准施策。湖
南通过建立健全脱贫攻坚机制体制，
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提高脱贫质
量，确保贫困群众顺利脱贫不返贫、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2016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
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以“精准扶贫、不落一人”为总要求，
从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着力构
建脱贫攻坚政策支撑体系等方面，制
定 38 条具体细则，推动提升精准扶
贫能力水平，构建脱贫攻坚政策支撑
体系。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以《实施意
见》为总纲，对表对标中央要求，湖南
明确目标任务：确保贫困县全部摘
帽、确保贫困村全部退出、确保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2017 年，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武
陵源区和洪江区率先脱贫摘帽。今
年，经省政府批复同意 2019 年拟摘
帽的邵阳县等 20 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至此，全省 51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摘帽。如期完成《实施意见》中明确的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连片特
困地区县在 2019 年前（含 2019 年）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
任务。 ▲ ▲

（下转3版）

打出政策“组合拳”
攻克贫困坚中之坚

■ 要落实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
■ 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
■ 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
——习近平

湖南日报10月 18日讯（记者 周
帙恒 王亮）10月16日至18日，国家体
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苟仲文来湘调
研。期间，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与苟仲文一行
座谈，就进一步推动我省体育事业发
展深入交换意见。

省领导张剑飞、谢卫江参加座谈
或陪同调研。

座谈中，杜家毫欢迎苟仲文一行
来湘。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全省上下在竞技
体育和群众体育方面形成了浓厚氛
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

途径，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平台。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
体育强省和健康湖南建设步伐，补齐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大力发展竞
技体育，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加快
推进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切实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希
望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育设施建设、体
育赛事申办、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一
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推动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
大精神力量。

苟仲文说，湖南群众体育基础坚
实，全民健身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具备
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与优势。国
家体育总局将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育赛事申办等
方面给予湖南大力支持，共同为体育
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在湘期间，苟仲文一行先后赴长
沙、韶山、邵阳等地，调研我省群众体
育、校园体育开展情况和省体操队、省
攀岩队训练情况，了解湖南体育场馆
建设和产业发展现状，并出席在邵阳
举行的 2020 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

加快体育强省和健康湖南建设步伐
杜家毫许达哲与苟仲文座谈

湖南日报10月 18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彭亮瑜）今天，记者从省
扶贫办获悉，10 月 17 日，2020 年全国
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北京召开。我省设分会场
同步组织收看。大会对获得 2020 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了表
彰，我省3名个人和1个组织获得表彰。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
发的《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
彰工作方案》,全国脱贫攻坚奖设奋进
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和组织创

新奖。今年，我省推荐的浏阳市达浒
镇村民李忠国获奋进奖，湖南佳惠百
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红（女）
获奉献奖，安化县委原常委、副县长

（挂职）陈灿平获创新奖，湖南广播电
视台卫视频道创新打造“节目+扶贫”
模式，打造主流媒体参与消费扶贫的

“湖南样本”，获得组织创新奖。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

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
施。去年，我省推荐的湖南七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淑亭获奋进奖，益
阳市桃江县扶贫办主任胡喜明获贡献
奖，湖南万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祖治获奉献奖，宜章县获组织创新奖。

我省3名个人和1个组织
获“全国脱贫攻坚奖”

湖南卫视获组织创新奖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谢青）10月中旬，湖南省工信
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山河智能、贵太太
茶油、九芝堂、湖南农业大学等20余家企
业、科研院所负责人到吐鲁番实地考察并
达成合作意向，投资额达5亿元。

今年来，湖南省第九批援疆工作队
把抓产业、引项目、谋发展作为湖南援疆
的重中之重，“红石榴·湘疆优品”、吐鲁
番馕产业园等一批产业项目相继启动或
投产，有力帮助了当地群众增产增收。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吐
鲁番市委副书记刘中杰表示，产业援疆
要从“输血”转向“造血”，增强当地群众
的内生动力，必须着力写好外地企业引
进来和本地产品走出去两篇文章。

湖南省第九批援疆工作队今年进疆
后，迅速成立了招商引资专班，围绕农
业、旅游、热经济等优势产业及其上下游
产业链，包装储备招商引资项目 30 多
个。目前，已与湖南建工集团、中联重科、
碧桂园、中惠旅、圆通物流等 60 余家企
业进行深入洽谈，达成系列投资和意向
协议，累计投资金额达20余亿元。

今年 6 月，围绕湖南援疆特色品牌
“红石榴”创新打造的“红石榴·湘疆优
品”项目启动，促成新疆湘疆优品科技有
限公司等一批项目落地运营。湖南湘江
新区捐赠 2 台价值近 400 万元的“智鲜
仓”，专用于新鲜农牧产品冷链运输。

受疫情影响，新疆瓜果销售遇阻。湖
南省援疆工作队开展线上线下消费帮
扶，累计帮扶销售或协助销售哈密瓜、葡
萄及干果约 1 万吨，帮助贫困户销售农
产品6400余万元。

据介绍，今年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紧紧围绕吐鲁番市中心工作，充分借鉴湖
南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吐鲁番发
展实际，积极为市委、市政府研究起草并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建言献策，推动设立了吐鲁番工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该基金计划在今后
5年内，每年投入3000万元，以园区为着
力点，推动吐鲁番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援疆
新作为 产业援疆从“输血”转向“造血”

农业、旅游、热经济等30多个新疆优势产业
项目对外招商

湖南日报10月 18日讯（记者 段
涵敏）10月18日上午，在非洲工作15个
多月的中国（湖南）第17批援津巴布韦
医疗队在广州隔离 14 天后，乘高铁抵
达长沙南站。至此，该批队员圆满完成
任务，全部平安归来。

中国（湖南）第17批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共 10 名队员，分别来自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人民医

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省血吸虫病
防治所附属湘岳医院、株洲市中心医
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湘南学院附
属医院等医院。

自 2019 年 6 月抵津以来，全体医
疗队员克服条件艰苦、医疗条件落后
等困难，在津巴布韦首都帕瑞仁雅塔
瓦医院开展技术帮扶、业务查房、培训

带教等工作。津巴布韦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医疗队所在医院为津巴布韦
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全体队
员坚守岗位，积极参加当地政府和医
院疫情防控工作，先后到哈拉雷市、卡
多马市等地为津卫生部门培训管理人
员和医务人员，协助当地医院改造，并
协助驻津使馆改建紧急增设的新冠肺
炎临时救治点等。与此同时，医疗队在
津积极开展中医药服务。2020年 9月，
津巴布韦首个中国中医针灸中心正式
启动运行。医疗队援非 1 年多的工作，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据悉，我省于 1985 年首次向津巴
布韦派遣医疗队，至今累计派出援津
巴布韦医疗队18批177人。

坚守15个月，与非洲人民并肩抗击疫病

中国（湖南）第17批
援津巴布韦医疗队凯旋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易禹

琳）10月18日，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最美班主任”推选活动组委会公布了
20 名候选人名单，今天，湖南日报社旗
下报网端微及湖南省教育厅官网官微
同步刊发 20名候选人名单及事迹简介，
面向社会公示，投票通道开启，接受公
众投票。网络票选结束后，推委会将根
据投票结果进行第二轮推选，评选出10
名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
任”，并择优推荐 2 人角逐首届“全国中
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

本次推选活动由湖南省教育厅联合
湖南日报社、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湖南
省温暖工程基金会主办。湖南日报、新湖
南、三湘都市报、科教新报、华声在线、湘
微教育、湖南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湖
南记者站协办。

从公示中，记者发现，20 名候选人
中，男女老师各10人，60后3人，90后1人，
其他均为70后和80后。最年长的已担任
了30年班主任，最小的90后也当了8年
班主任。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推选的是在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方面事迹典型，担任中职学校或五
年制高职学校一二三年级班主任工作 5
年以上且获得县级及以上荣誉或奖励的
优秀教师，并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中，坚持线上线下结合持续开展班级
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带领学生服务精
准扶贫贡献突出，在各级各类学生技能
比赛中成绩突出，以及长期坚守在班主
任岗位上的教师倾斜。

10月19日0:00至10月25日24:00，
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通过新湖南APP、
湖南日报官微、三湘都市报官微、华声在
线官微、湘微教育、湘微高职、湘微中职、
湖南教育电视台官微等均可进入首届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推选
活动专题”页面链接，进入投票系统，为
你心中最美的班主任投票。

（相关报道见12版）

20名中职班主任
谁“最美”你投票

“天路”
骑行
10 月 18 日，

选 手 在 骑 行 。当
天，由湖南省体育
局、张家界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湖南
省第九届天门山

“天路”自行车挑
战赛在张家界天
门山风景区举行，
吸引了来自省内
外的 1500 名自行
车运动员参赛。

向韬 摄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李婷婷）今天晚上，第十三届中
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暨闭幕式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书记杜家毫，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为获奖
者颁奖，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胡孝汉，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朱咏雷，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名
誉主席赵化勇，省领导乌兰、张剑飞、冯
毅、张宏森、刘莲玉、谢卫江出席。

今年的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恰逢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和湖南电视 50 周
年。颁奖晚会以“金鹰三十·迎风而砺”为

主题，创新推出了国风文艺节目演绎、创
意音乐讲演秀等环节，致敬经典电视作
品和电视人。随着晚会的进行，第 30 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也逐一揭晓。
任达华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童瑶获得最
佳女演员奖，王一博获得观众喜爱的男
演员奖，赵丽颖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奖，《外交风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
剧两项大奖，最佳导演奖则由《大江大
河》导演孔笙捧得。此外，《亚洲文化嘉年
华》《同心战“疫”》荣获评委会特别推荐
作品，《永生不忘》荣获最佳音乐（原创主
题歌曲）奖，荆冲凭借《长安十二时辰》荣
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

是还有书籍》两部纪录片荣获最佳电视
纪录片奖，《丝路传奇》荣获最佳电视动
画片奖，《江苏卫视 2019—2020 跨年演
唱会》荣获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奖，《大江
大河》《长安十二时辰》《破冰行动》《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小欢喜》《共产
党人刘少奇》《都挺好》等 7 部电视剧获
评优秀电视剧奖。李保田、陈铎、刘效礼
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
誉称号。

晚会开始前，杜家毫会见了李屹一
行，双方就加快湖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进一步擦亮金鹰电视艺术节品
牌等深入交换意见。

第十三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
杜家毫李屹为获奖者颁奖 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任达华、童瑶分获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女演员奖，

王一博、赵丽颖分获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李保田、陈铎、刘效礼获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

10月18日晚，第13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在长沙举行。图为颁奖晚会现场。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