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525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 黄黄 悦悦

10

和平名城尽朝晖
——芷江侗族自治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纪略

完善园区增功能
精心“扮靓”自我，擦亮“投资芷江”招牌。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项目

愿意落地，归根结底还是看好芷江具备长
期良性发展的基础。

视招商引资为生命线的园区人深谙
此道，“只有创造良好的入驻条件，增强园
区承载能力，才能让工人安心工作、企业
安心发展，使工业园区真正成为招商引
资、企业落户、项目落地的有效载体。”

芷江先后启动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
一、二期建设。标准厂房一期用地100亩，
已建成 10栋 7.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并
高质量地租用完毕；占地80亩的二期标准
化厂房施工方已经完成工程进度70%，厂
房还没建好已认租80%以上；三期24万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征地拆迁和4万平方米的
安置区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马上开工。

去年11月，正向科技董事长朱涛得知
芷江高度重视工业发展、营商环境好，当
即决定与前来洽谈合作的芷江工业集中
区签订入园协议。园区还专门为该公司
量身定制两栋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标准
化厂房。

今年2月13日，该公司派出技术人员
到芷江工业集中区，就开工前期工作现场
对接。当看到设计新颖、端庄大气的标准
化厂房，大家称赞不已。经技术人员反馈
和慎重考虑，该公司董事会临时决定将在
江苏昆山的分厂也一并搬迁至芷江工业
集中区。

同时，园区在配套设施建设上始终不
遗余力。目前，芷江工业集中区已形成

“三纵两横”的交通网络，食堂、宿舍、物流
仓储等配套设施齐全。为解决园区员工
上下班难题，芷江还开通县城到园区的公
交专线。两栋总投资达 3800万元的后勤
综合服务大楼正在加快建设中，2021年春
节前将建成并投入使用。

党建引领推动，项目建设强力推进。
园区党员干部在一线主动担当作为，主动
干事创业，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如今，
园区各个重大项目现场，关键岗位有党
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

以前，园区班子和干部队伍软弱涣
散。园区各项建设停滞不前，招商引资毫
无进展，各项工作严重滞后，园区考核排
位全市最低。2017年4月，县委配强园区
班子，大家抓好责任分工，着重健全了各
项管理制度。耐心细致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还深入群众化解因征地拆迁的纠纷，
为园区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综合评价中，
芷江工业集中区 2019 年排名比 2017 年
前进了 50 名。几年来，园区坚持“生态立
园”的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产业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现有工业企
业43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家。

注重效果大招商
经济要发展，项目建设是关键。
今年以来，芷江认真树立和落实“发

展是第一要务、招商是第一要事”的工作
理念，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
展，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切实加大招商引
资工作力度，注重项目落地。

芷江构建多渠道、宽领域、全方位的
招商体系，围绕电子信息、生态文化旅游、
绿色农产品加工、中药材健康、现代商贸
物流 5 大特色优势产业链，创新推行以商
招商、产业链招商、商会招商、协会招商、

孵化招商等5种招商模式，并精准对接、精
准服务，吸引客商来芷江投资兴业。

积极“走出去”，热情“请进来”。芷江
县领导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从去年
11月开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东
莞、广州、深圳、北京等地，实行“点对点”
上门招商。并以承接电子产业链转移为
招商重点，积极创造条件，上门邀请重要
客商来芷考察洽谈投资事宜。

今年 7 月 7 月，深圳正宇兴半导体有
限公司总经理姜一平受邀来芷江工业集
中区进行项目考察，当天便签订投资协
议。该项目投资近亿元，主要从事 5G 传
感器半导体测试封装，厂房将于今年年底
建成，计划2021年上半年开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前没有考
虑将项目落户芷江，是县委县政府用热情
和诚意打动了我们。”姜一平说，在芷江进
行项目考察，投资方提出的各种问题、各
种要求，园区都及时答复，并逐条进行研
究。几轮磋商下来，他们认为芷江上下一
心，诚意十足，当即决定签订投资协议。

同时，巧打“感情牌”。开展“引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并充分利用商会平
台，通过广州芷江商会、深圳芷江商会等
积极宣传家乡，定期发布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在县委、县政府的真情感召下，越来
越多的芷江成功人士返回家乡创业。

“90后”的芷江人唐杰自2008年到深
圳从事电子行业，2012年开始成立深圳耀
兴阳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LED 背光
源、LCD 液晶屏、LCM 液晶模组等，是目
前国内出货量很大的单色工业模组制造
商，在行业内享誉盛名。

今年 3 月 9 日，唐杰与工业集中区签
订入园协议，投资 1 亿元成立湖南旭阳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已于7月18日正式

投产。“家乡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支持
越来越大，投资家乡已兼具天时地利人
和。”唐杰说，回到家乡创业，还要带动其
他老乡回家乡发展。

芷江还积极对接省委、省政府“135工
程”，在产业园区内规划相应区域，加快
创新创业园建设。并转变招商思路，围绕
产业链延伸推进上下游招商，争取“引进
一个、带来一批，发展一个、辐射一片”，实
现产业项目落地早投产快。今年，正向科
技、旭阳显示、乐甜甜茶、靓麒铭电子、渝
湘光电、芷控卫消电器等8个项目已投产。

优化环境强服务
环境就是生产力、集聚力、吸引力和

竞争力。
“要像店小二一样跑得快跑得勤跑得

准，像保姆一样到位但不越位”。县委书
记龚红果说，一个有潜力的、好的项目是
否进驻园区，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

为此，该县出台加快产业园区发展实
现 3 年倍增行动计划、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等，给入园企业提供“零障碍、低成本、高
效率”的优质服务。实行“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挂帅、一个班子协调、一套全方位服
务方案”的“四个一”制度，县委主要领导
每月带队到园区召开现场办公会，对企业
建设、生产中碰到的问题，做到有事即办、
急事快办、特事特办、难事帮办，保证“围
墙内不干预，围墙外全负责”。

县委还安排 10 名年轻干部到园区企
业挂职副总，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县旅游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陈政霖，
挂职于怀化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行
政副总经理。他推动企业制度和管理创
新，抓好企业文化建设，并通过媒体平台，
大力宣传报道企业，推介芷江营商环境。
在今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国际商会怀化商
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企业被推选
为怀化市国际商会兼职副会长。

同时，园区实行企业入驻“保姆式”服
务，新成立了工业集中区企业服务中心，
企业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走“绿色通
道”并实行容缺受理。

“园区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工商登记注

册，还帮我们招聘到管理与生产人员50余
人。”湖南渝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世强说，公司在10月顺利投产，得益于芷江
营商环境好，投资芷江，决策正确。

面对疫情，芷江首先想到的是园区企
业的需求，实行“一企一专班”点对点服
务。正向科技是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海涛
的帮扶联系企业，开工初期，他多次到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从设备陆续到达、安装，到
员工安顿，正向科技只用了 7 天就顺利开
业，创造了园区新的开工速度。疫情防控
关键时刻，公司缺少工人，王海涛组织专班
工作人员帮企业招工，3天为公司招来本地
工人300余名，让正向科技顺利投产。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缺资金的难题，县
委、县政府积极为银企牵线搭桥。该县 9
家银行与 18 家企业共签订贷款意向协议
23项，金额达12.8亿元。建行芷江支行简
化审批流程，及时发放 900 万元贷款，解
了怀化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原材
料缺资金难题。

营商环境优，产业项目落地早投产
快。今年来，芷江工业集中区共签约产业
项目17个，到位资金19.4亿元。

转型升级促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孕育新的机遇。
今年以来，芷江瞄准高质量转型发展

目标，明确工业集中区“一主一特”的产业
定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以农
产品精细加工为特色产业。建立产业链
长制度，明确了五大产业链，县委书记、县
长担任链长。大力发展和引进电子信息
产业项目，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产业
竞争新优势。

“依托科技创新，加快转换新动能，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副县长白云介绍，园区
创建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为企业研发、生
产经营提供场地等服务。今年来，芷江出
台鼓励企业引进和培养人才八条措施，支
持企业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保障企业人才

政策落实。
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产

品研发基地和独立研发团队，现与中南大
学教授团队研究开发 5G高频矩阵天线和
陶瓷电感。该公司荣获省企业技术中心，
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取得发明专利2项，
实用新型5型，申报受理发明专利10项。

公司负责人曾奎说，华晨电子高端被
动元器件生产项目是省重点项目、五个

“100”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主要研发生产
高端被动电子元器件组以及高精密电子自
动化设备，其产品广泛应用在通讯产品、计
算机周边产品及板卡类产品、汽车电子等，
生产与销售服务网点覆盖亚欧美等地区。

正向科技有限公司是芷江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战略，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文章
的又一亮点。该公司是深圳市有励电子
集团旗下的分公司。有励电子是世界上
生产范围最宽泛的专业精密空芯线圈制
造商，产品广泛使用电感线圈、变压器、
RFID 应用、工业电气控制等行业或领
域。公司全面达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500
个，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

目前，芷江工业集中区已形成以华晨
电子为龙头，正向电子、积成半导体、航宇
半导体、旭阳显示、博为电子、和平光电电
子的信息产业集群；芷江乐甜甜茶、明友芷
江鸭、华兴油业等特色项目已建成投产。

锚定目标齐奋进，展示芷江新作为。
围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芷江将聚焦“三高四新”战略精准发力，推
动各方面工作朝着更高目标全面提升。
并按照“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创
高新园区”总体要求，通过3到5年的时间
努力实现园区 100 家以上企业、100 亿元
以上产值、新增 1亿元以上税收、1家以上
上市公司、1条以上特色鲜明产业链的“五
个一”目标。

阔步迈向新征程
——芷江侗族自治县工业集中区加快发展纪实

黄 巍 龚卫国 张龙平

热土芷江，生机勃发。
仲冬时节，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

工业集中区，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
的标准化厂房，只见企业车间机器轰
鸣、工人忙碌，园区施工现场车辆穿
梭、热火朝天，时时触摸到园区经济快
速发展的跃动脉搏，处处感受到项目
迅速推进的强劲浪潮。

只争朝夕，砥砺奋进。今年来，
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以时
不我待的发展紧迫感，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扎实推进“六稳”“六
保”工作，按照“以战略眼光、战时思
维、战斗状态、战功大小加速推进园
区发展”的思路，认真做好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深化营商服务环境等
工作，园区企业经济总量保持稳定
增长、企业质量不断提升，园区发展
跑出“加速度”。

据统计，今年工业集中区预计技
工贸收入完成40亿元,同比增长35%；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8亿元，
同比增长30%。

芷江工业集中区第一期

标准化厂房全景。

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动电子元器件全自动生产车间。

汇聚力量，尽锐出战，攻坚克难铿锵行
脱贫攻坚，责重如山；决战决胜、不胜

不休。
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铿锵发

令:各级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所有力量向脱贫攻坚一线
聚合、所有工作向脱贫攻坚一线聚焦、所
有资源向脱贫攻坚一线聚集。

仅 2020 年，芷江就以脱贫攻坚为主
题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县委书记专题会
议、政府常务会、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中学习共26次，组织召开了6次全县性脱
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
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省、市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战略决策上来，坚定如期保质打
赢脱贫攻坚总决战的决心和信心。

人人以攻坚为己任，个个以克难为指
向。全县40名县级领导和18个乡镇主要
领导包乡包村户、97个县直单位负责人包
村，深入脱贫主战场；206 支工作队、560
名驻村帮扶干部、3967 名结对帮扶干部、
1250 名村支两委干部，立下“军令状”，挺
进最前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
幸福指数。

非常之事，当用非常之策。芷江推行
县委县政府统筹、行业部门协同、乡镇战
区联动、“四支队伍”集村部的作战指挥体
系，县委书记作为“全县总指挥”，联乡包

村县领导作为“一线总指挥”，乡镇党委书
记作为“主攻队长”，村支部书记和第一书
记作为“尖刀排长”，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
为“排头兵”。 2020年，坚持每周召开脱
贫攻坚会商会，对脱贫攻坚总决战工作实
行一周一汇总、一周一会商、一周一通报。

强化资金整合。按照“资金统筹、项
目打捆”的原则，2014 年以来，芷江共投
入 46.83 亿元（其中上级资金 28.56 亿元、
本级财政资金 2.82 亿元，金融资金 15.45
亿元），落实了全县11类99项精准扶贫和
惠农补贴政策，实施了农村公路、危房改
造、安全饮水、农村综合服务平台等 2000
余个扶贫项目。

今年，该县以脱贫攻坚“百日攻坚”为
抓手，在 3 月-6 月期间，行业部门、乡镇、
村、驻村工作队、结对干部定期进村入户，
围绕“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和社会兜底、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农村公路提质改造、
农网提质改造、村卫生室等政策落实，开
展全面排查，查找短板漏项，制定解决方
案，实行限期销号。

一尘一土筑高台，百水千滴汇成海。
众志成城的鏖战力量正在芷江汇聚成海，
誓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在这
里彻底变成现实。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产业花开富万家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离不开产业支

撑。近年来，我们采取‘四跟四走’模式，把
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走出了一条符合芷江特色的产业扶贫之
路。”县委书记龚红果说。

芷江投入 1.5 亿元帮助 84 个贫困村

发展柑橘、芷江鸭、高山葡萄等“一村一
品”产业。目前，建成光伏电站 84 座，种
植 葡 萄 4.2 万 亩 、水 蜜 桃 2 万 亩 、柑 橘
19.65万亩，养殖芷江鸭 860万羽、绿壳蛋
鸡 240 万羽等，5 万元以上集体经济收入
的村达到75%以上。

制定产业奖补政策，对实施主导产业
的贫困人口按照 1500 元/亩的标准进行
奖补，扶持发展柑橘、葡萄、蔬菜、桃类、烤
烟、优质稻、香菇、猕猴桃、杨梅、芷江鸭、
绿壳蛋鸡、优质肉牛等特色产业，为贫困
群众指明发展方向。

以“四跟四走”为指引，着力于省级龙
头企业、市级龙头企业、合作社、大户与贫
困户形成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委托帮扶和
股份合作等模式，实施规模化经营，牵动
贫困户发展产业。

大树坳乡新庄村群山绵延，绿意葱
茏，自然条件十分适宜高山刺葡萄生长。
脱贫还得“靠山吃山”，振兴刺葡萄产业，
新庄村产业扶贫才有“主心骨”。

2019 年，该村刺葡萄产业面积 864
亩，总产值 420 多万元，人均纯收入 9446
元。同时，以大树坳为中心向周边乡镇辐
射，形成了从有机种植、合作社销售、葡萄
酒加工的产业闭环。唯楚酒庄年产 3000
吨刺葡萄酒，2020 年在直接帮扶贫困人
口 2460 人的基础上，再新增贫困户 800
人，每年给贫困户分红80多万元。

无垠蜡林落花雪，琼宫玉宇不夜天。
芷江是国内白蜡老产区，占全国产量半壁
江山，所产白蜡质量优良，畅销海内外，有

“中国白蜡之乡”的美称。
芷江镇的胡家头村、垅口村、塘家桥

村、杨家村、艾头坪村、桥边村、曲溪垅村
等村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村民致富途径比
较单一。镇党委瞄准了白蜡养殖这传统
一产业，鼓励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加入其
中。目前，芷江镇的白蜡基地已达 1.2 万
余亩，年产白蜡46余吨，1200多人实现了
稳定脱贫。

在发展富民特色产业过程中，一大批
致富带头人脱颖而出，通过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产业，为芷江产业
发展提供了中坚力量。

杨银，从芷江冷水溪乡走出的农家阿
妹。她创办的湖南杨家将茶油股份有限公
司发展成为湖南省西部地区专业生产茶
油、菜油等原味食用油的大型生产企业。

自 2014 年以来，杨银带领公司员工
在芷江、会同、辰溪、洪江等地建有标准化
油茶林基地5000余亩，采取委托帮扶、劳
务帮扶形式连接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175
户505人，有效带动了贫困户脱贫致富。

产业富民，山乡巨变。如今，芷江已
经开启产业富民、振兴乡村的新征程，以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致富奔小康的大
道上阔步前行。
夯实基础，强化保障，真情帮扶暖民心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海涛介绍，芷江
通过大力实施交通、饮水、危房改造等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筑牢了
脱贫攻坚根基，提高了脱贫质量。

铺筑脱贫小康路。自2014年至今，芷
江累计投入资金13.31亿元，帮助全县206
个村建设公路2188.7公里，完成公路安保
设施569.8公里。今年，芷江已全面实现全
县25户以及100人以上自然村水泥路“组
组通”；206个行政村通客车实现100%全
覆盖，彻底改变了农村行路难问题。

安居梦圆尽开颜。2014 年以来，芷
江大力推进危房改造工程，把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以及五保户、低保户、残疾贫困
家庭及其他困难群众纳入重点改造对
象。截至目前，芷江累计投入2.2亿元，为
12467户困难群众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

涓涓清泉润民心。芷江坚持将农村
饮水安全工作作为脱贫军令状考核的重
要内容以及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必须补强的重要短板来抓，通过全面查漏
补缺、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有效解决
饮水不安全问题，改善供水水质。2016
年至2020年，先后投入资金1.45亿元，共
解决饮水不安全人口 17.2818 万人，其中
贫困人口3.9615万人，实现农村饮水安全
全覆盖。

织密社会保障网。芷江实现农村低
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和残疾人“两
项”补贴“应补尽补”。同时,加大对生活困
难对象的临时救助，将家庭年最高救助标
准由不超过 2000 元提高到不超过 5000
元，将 2000 元以下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下
放到乡镇。去年来，芷江为各乡镇下拨临
时救助资金 625 万元，还募集慈善捐款
113万元用于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扶贫扶智点亮未来。芷江以“零辍学
率”为目标，大力实施教育扶贫。通过建立

“双线三级”控辍保学制度，严格落实“六包

一”要求，积极开展劝学，对辍学学生落实
“一人一策”，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劝学 265
人次，全县义务制教育学生辍学率为零。
实施教育资助，2014年以来共发放各类助
学资金1.11亿元，15.36万人次学生受益。
2020 年 共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4.55 万 人 次
3258.18 万元，完成 3 所乡村寄宿制学校、
21所村级教学点、58套教师周转房建设。

健康扶贫“开良方”。芷江全面落实
医疗保障政策，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定
期上门服务制，做到病则有人医、住院有
保障、结算一站式、大病有关爱。全面落
实贫困户住院“先诊疗后付费”等政策，
2014 年累计住院报账补助 10.6 万人次，
全县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意外伤害除
外）医 疗 费 用 综 合 报 销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85%，县域外经转诊转院的33种重大疾病
医疗费用综合报销比例已经达到80%。
挪出穷窝，稳定就业，奔向幸福新生活

走进芷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七里桥
安置区“扶贫车间”，只见40多名工人在各
自的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这里
上班的都是安置区的搬迁户。

“楼上住新房，楼下把活干，党的政策
真是好，大家走上致富路……”工人罗小妹
一边干着手中活，一边念起顺口溜。

2017年4月，建档立卡贫困户罗小妹
从芷江碧涌镇搬入城郊七里桥安置点。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技术，罗小妹
一度惶恐。“后来车间对我们进行集体培
训上岗，让我彻底稳下心来，现在每个月
不仅有固定收入，还方便照顾孩子，我很
满意。”罗小妹高兴地说。

截至 2018 年底，芷江共投入 2.69 亿
元，全面完成“十三五”省定易地扶贫搬迁
任务，建集中安置区 13 个，安置 650 户
2474人，分散自建安置425户1631人，全
县 1073 户 4104 人易地搬迁贫困户已全
部入住新房。

安居是手段，把贫困帽摘掉是目的。
芷江在全县各乡镇推进扶贫车间建设，共
建成扶贫车间 30 家，实现 18 个乡镇全覆
盖，解决农村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1097名，
其中贫困劳动力334名。同时,开发扶贫特
岗人员999人，扶贫公益性岗位1231个。

扩大就业稳“饭碗”。芷江将就业扶
贫作为贫困家庭稳定增收、按期脱贫的主
要措施来抓。今年以来，开通线上线下用
工平台，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
动，全县2.23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务
工。全年工业园新引进企业17家，新增就
业达2000余人。

脱贫不松劲，摘帽不解甲。如今，芷
江干群正齐心协力，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为乡村振兴铺平坦途，努力向着幸福
美好生活奋斗，书写更加壮怀激烈的奋进
史诗。

龚卫国 黄 巍

明山叠翠，舞氵 水托蓝。

75年前，芷江这座历史悠久的

千年古城因中国抗战胜利受降写

下不朽篇章，因此驰名中外，声名

远播。

75年后，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进程中，芷江继续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不断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用

真情付出和辛勤汗水书写了和平

名城的崭新篇章。

自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

响以来，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县

政府始终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大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集全

县之力、聚全民之智，施精准之策、

下绣花之功，扶真贫、真扶贫，走出

了一条具有芷江特色的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路子。

截 至 目 前 ，芷 江 15486 户

5084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脱贫率达 100%，综合贫困

发 生 率 由 2014 年 的 21.2% 降 至

0%。2018，全县 84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鸟瞰芷江。

（本版照片均由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