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路上党旗红振兴路上党旗红
————吉首市加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纪实吉首市加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陈生真 彭经德 胡 红 王斯轶 刘 杰 向莉君

办好办好““三农三农””的事的事，，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关键关键

在党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

近年来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围

绕政之所向绕政之所向、、发展所需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民心所盼，，在推动乡村在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中牢牢牵住党建引领全面振兴中牢牢牵住党建引领““牛鼻子牛鼻子””，，激活激活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红色引擎红色引擎””，，引导引导、、动员动员、、整合各方整合各方

力量力量、、各类资源各类资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收入达到 1310213102 元元，，村级集体村级集体

经 济 收 入 达 到经 济 收 入 达 到 700700 万万

元元，，全面乡村振兴开启全面乡村振兴开启

了了““涡轮增压涡轮增压””加速度加速度。。

振兴之要，唯在得人。

吉首市通过确立“人才强市”战略，把人才振

兴作为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第一要素抓紧抓实。

科技下乡，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积极转

变。

在矮寨镇墟场，特色种植养殖公开课受到慕

名而来的老百姓普遍欢迎，矮寨镇政府三楼大会

议室、走廊上，致富心切的老百姓齐聚于此。这

是吉首市科技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墟场行”的一

个缩影。

“活动中，科技专家及农业、林业、畜牧等部

门的技术人员们分别从自身领域出发，讲授了茶

叶、椪柑、黄桃、蔬菜、青蛙养殖、家禽养殖等特色

产业养殖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农业生态观光

园建设等技术，并现场开展了咨询服务，为农户

答疑解难、指点迷津。”市委组织部科技特派员办

公室主任唐云平介绍道。

13 年坚守，还是“茶爸爸”称谓最亲切。

拥有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省派科技

特派员、吉首市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吉首

市科技挂职副市长等诸多“头衔”的王润龙，还是

最喜欢湘西黄金茶“茶爸爸”这个称呼。

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吉首市，是微生物发酵

带、土壤富硒带、植物群落亚麻酸带的“三带”交

集区。2008 年，王润龙以科技特派员身份来到湘

西，全身心投入到湘西黄金茶产业发展工作中。

在王润龙的带动下，吉首市湘西黄金茶茶园

面积已达 12.1 万亩，年产量达 1500 吨，实现综合

产值 8.7 亿元。2019 年 10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的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总结会议上，王润龙

是湘西州唯一受到科技部通报表扬的优秀科技特

派员。

引进能人，榔木村茶旅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吉首东北 209 国道线上的马颈坳镇榔木村，

人才振兴又是另一种成功的例子。

村支书石文峰曾外出务工多年，拥有丰富企

业管理经验。市、镇、村三级党组织通过政策感

召、产业扶持、待遇激励等多方努力，将其招引回

村。

走马上任后，石文峰就充分发挥出生意人

“嗅觉敏、眼光辣、头脑活”等优势，在上级党组织

支持下，团结带领村委“一班人”充分利用该村毗

邻保靖县黄金村、吉首市隘口村两大湘西黄金茶

生产基地地缘优势，充分利用 209 国道线交通便

利，抢先切入 1 号黄金茶、2 号黄金茶茶苗培育产

业，积极争取到“湘西黄金茶博览园”项目落地，

投资 80 万元初步建成了近 800 亩的配套湘西黄

金茶博览园生态游乐园项目，“以茶为轴、茶旅融

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撑

起了干部“腰杆子”。

在湘西自治州第一届农业乡土人才榜单上，

双塘街道大兴村“蘑菇大王”陈平、河溪镇河溪社

区返乡创业典型张晓梅等 13 位产业致富带头人

的名头格外耀眼。

为强化党委领导、党建引领，吉首市成立了

由市委书记牵头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党

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制度，在资金保障、岗位设

置、专编划定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设立定向农

技特岗生专项事业编制 69 个。与吉首大学、湘

西职院开展“柔性引才”试点，从科学研究与咨询

服务、科技和人文开发、人才培养与交流、基地和

平台建设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选派省州市 88

名科技特派员实现吉首市行政村全覆盖，2 名专

业技术人才被评选为第一届武陵人才，党政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

才 、农 村 实 用 人 才 、引 进 人 才 达 到 了 近 万 人 规

模。各类人才竞相成长，激活了全面人才振兴

“一池春水”。

产业振兴，“富口袋”是目的，“富脑袋”是

先决条件。

在推进产业振兴的道路上，吉首市传承弘

扬“精准扶贫”思想内核，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为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探出了成功之道。

享有“湘西黄金茶第一村”美誉的马颈坳

镇隘口村，是一个土家族、苗族、汉族杂居的传

统村落，曾经是吉首市 74 个贫困村之一。

2014年，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向天顺带

领村两委先行先试，聚焦湘西黄金茶主导产业，

确立了“以茶兴村”发展思路，创新探索出“三加”

“四化”“五统一”合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模

式，从“小作坊”式的艰苦创业逐渐走向“以茶促

旅、以旅兴茶、以文传茶”的茶叶产业化、茶旅融

合化乡村振兴发展道路。目前，隘口村茶园面积

扩展到 16000亩，人均茶园面积近 5亩，其中稳定

脱贫户人均种茶2.5亩，每亩茶园收入过万元。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这四个要

素，即:组织、人才、平台、产业。其中的组织和

人才最为关键。”谈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的“秘诀”时，向天顺这样说。

因事制宜的活泛思路 ，弥补了致富带头

人、土地资源、启动资金等紧缺短板。

近年来，吉首市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扶持，配

套市级资金，通过盘活资产、土地流转、资金入

股、能人带动、劳务合作、乡村旅游等模式鼓励

发展资源经济、文旅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物业

经济多种业态，项目净收益达 200 万元，逐步形

成土地流转增收、乡村旅游致富、高端农业分

红、项目撬动盈利、盘活资产增值、电商平台助

推、并存抱团发展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格局。

因时制宜的劳务对接，进一步充实了老百

姓的“钱袋子”。

马颈坳镇白岩村第一书记向笑告诉我们:

“随着农业加工企业、经开区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不断增多，秋收之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

‘用武之地’。进入四季度，白岩村 80%的富裕

劳动力在村党支部、结对帮扶干部的帮助下，

都找到了兼职工作。”

企业、工厂等用工需求与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精准对接，既解决了阶段性“用工荒”难题，

又增加了老百姓收入。

在春节即将来临的订单“井喷”需求下，目

前，吉首市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扶

贫车间、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均处于满负荷

生产状态。

党建引领之下，从“零”起步的吉首市村级

集体经济得以迅猛发展，构建了园区（景区）、

龙头企业、扶贫车间、专业合作社、能人大户五

个层级产业主体支撑体系，打造出光伏发电、

湘西黄金茶、绿色食品、中药材、文旅农旅产业

五大主导产业，完成覆盖湘西黄金茶、白云贡

米、椪柑、蓝莓、黄桃、猕猴桃等特色优质农产

品“三品一标”认证 16 个，其中“白云贡米”是该

市第一个获得“国字号”盖章认可的地理标志

农产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项目 39 个，“特

色产业股份”项目 18 个。目前已拥有 30 家农

业龙头企业、130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14 个扶贫

车间、600 家专业合作社、95 个家庭农场的市场

主体规模。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3 个、湖南省著

名商标 8 个、绿色食品认证 14 个。

党旗迎风招展，振兴战鼓正酣。乘着湘西州

率先脱贫的东风，40万吉首人民埋头苦干、接续

奋进，正朝着武陵山片区率先振兴的目标迈进。

人才给力人才给力，，““源头活水源头活水””奔流涌动在振兴一线奔流涌动在振兴一线

产业多样产业多样，，实事求是夯实了乡村振兴物质基础实事求是夯实了乡村振兴物质基础

太平镇排杉村椪柑丰收

时节，村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陈生爱 摄

吉首市矮寨镇坪朗村，山水环绕，景美如画。

刘振军 摄

吉首市太平镇太平村茶园。 陈生爱 摄

吉首市矮寨镇排兄村，道路兴，

产业旺。 刘振军 摄

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茶园景色美如画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茶园景色美如画。。 黄元琼黄元琼 摄摄

组织兴，则百业旺。

“乡村振兴千条线，组织犹如‘一根针’，串

联起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方面。织密建强党在

农村基层组织体系，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尤其是

村级党组织书记，一直是我们推进全面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吉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梦

涛介绍说。

建强组织，曾经的软弱涣散阴上村华丽转

身。

“没想到高铁修得这么快。现在轨道拉通

了，主体也成型了，高铁梦实现就在眼前。想想

之前村干部的辛苦和我们的坚持，值了！”吉首

市双塘街道阴上村六组的张大姐每天往返都要

经过站前大道，十分感慨。

回溯至 2017 年，处在张吉怀高铁大动脉吉

首站重要节点的阴上村，村党组织被市里列为

软弱涣散党组织并挂牌整顿，征收土地边界纠

纷、安置补偿等困难重重、人心涣散。

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点对点“传帮带”式整

顿帮扶，2021 年初，阴上村成了街道第一个顺利

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的示范村，先后获项目建

设先进村、文明单位创建先进村、信访工作先进

村等荣誉。

转换思维，“沉睡账户”的金坪村孵化出百

万稳定收益。

金坪村作为高铁建设征地拆迁村，村级账

户上提留着较大金额的征地拆迁补偿款。过去

由于不懂经营，不敢经营，提留款放在银行账户

上“睡大觉”。新任村两委班子上任后，争取市

里支持，多番实地考察，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最

终选择了资金入股市经开区这一稳妥的投资方

式，每年获得固定分红 200 余万元。保证了本

金，还生出了活钱，村集体第一件事就是为全体

村民代缴了每年 40-50 万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金。

发动群众，小积分推动了大变化。

吉首市爱心积分超市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村规民约为依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为统揽，按照农村“互助五兴”基层治理要求，将

积分项目分为学习、生产、乡风、邻里、绿色五大

类别，每大类下都有积分细则。

“爱心积分超市是农村领域正向激励的新

尝试，通过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全民

共建好乡村，引导老百姓开展好学习，抓好产

业，邻里互助，搞好和谐，促进了思想与物质同

步振兴。”吉首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石元云介绍说。

目前吉首市已建成“爱心积分超市”110 家，

覆盖率达 95.65%。作为该市农村领域“以奖代

补、多劳多得”灵活激励的成功探索，已累计发

放积分 96.4 万分，为群众兑换价值 90.1 万元的

物品，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振兴的热情。

“农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村子强不强，全

看领头羊。”近年来，吉首市把选优带头人、配强

两委班子作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头号工程”，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社区）队伍建设和运转

保障的通知》，建制村、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年

报酬提高到 4.2 万元、4.5 万元，建制村、农村社

区年平均运转经费提高到 22 万元、34 万元。

与此同时，吉首市鼓励村党支部书记通过

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 负 责 人 ，推 动 138 名 政 治 素 质 高、群 众 威 信

高、带富致富能力强的能人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村（居）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带头

人“一肩挑”，新一届村（社区）书记平均年龄较

上届下降 4.6 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 12 人达 55

人；村（社区）两委成员平均年龄较上届下降 3.5

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 81 人达 303 人。这支懂

经济、会管理、能力强的村干部队伍持续发展壮

大，领办了吉首市 141 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组织凝心组织凝心，，凝聚力激发出战斗力凝聚力激发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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