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陵山片区作为全国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是我
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也是
重要的跨省经济协作区。

飞地经济正是将扶贫开
发与跨区域协作紧密结合，
实现精准扶贫， 培育区域发
展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今
年“两会”，省政协委员、湖南
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生
导师李琳就提交了题为《发
展飞地经济， 力促我省武陵
山片区脱贫奔小康》的提案。

变“输血”为“造血”

飞地经济指的是作为飞
出地的发达地区， 通过产业
转移、项目合作、管理模式输
出等方式，对口帮助飞入地，
也就是欠发达地区。 通过整
合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开发园
区经济，互利共赢，助力培育
飞入地新的增长极的新型区
域合作模式。

李琳认为， 通过这种模
式， 能把单一输血式扶贫转
变成新型的综合造血式扶
贫， 帮扶贫困地区建立起内
生增长机制和自我发展能
力，以实现脱贫奔小康。

李琳建议， 让飞地经济
成为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冲
刺的新举措， 可以做到以下
几点：

首先， 高起点做好统筹
规划， 出台我省武陵山片区
飞地经济发展规划， 建立有

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其次，选
择合适的飞地经济模式，武
陵山片区根据资源、功能、产
业基础等分区， 分别选择不
同飞地经济模式， 比如共建
产业园， 承接经济发达地区
的产业转移； 或是在发达地
区建武陵山片区特色农副产
品深加工园区； 还可以引进
发达地区管理模式、人才，共
同开发旅游资源等。

创新管理
和利益共享机制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创
新，李琳建议，在政府出台具
体扶持政策的前提下， 可以
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来管理。

首先是创新管理体制，
在飞地园区实行“封闭式”行
政管理和“市场化”的运营。
“封闭式”行政管理是指成立
园区管委会， 赋予一定的国
土、规划、财政等权限。“市场
化” 是指飞出地和飞入地按
一定比例共同投资成立园区
开发公司， 全面负责园区规
划、项目招商等，实行“自主
决策、独立运行”的市场化运
作模式。

其次， 创新利益共享机
制。 飞出地和飞入地按一定
比例分成园区的工业产值等
之外，可以设定一定年限，比
如最初的5年内利益全部归
属飞入地， 双方协商税收共
享模式等。 ■记者 虢灿

“获得感”成为今年“两会”
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要真心实意保民生，以真金白
银兴民生，以真抓实干惠民生，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26日， 本报请到3名代表、
委员， 谈谈百姓如何能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

“腰包”鼓了
民生投入更多

过去一年， 我省城乡居民
收入分别达 28838元 、10993
元， 年均分别增长7.9%、10%，
可谓“腰包”更鼓了。

“获得感包括物质和精神
两个层面。物质层面，我切身的
感受是去年公务员工资调整，
收入增加，还有住房条件、人居
环境、 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张
映梅表示，精神层面，感觉更加
受尊重，法治建设更完善，公共
服务多元化，社会公平均等。

黄志文说：“获得感有一些
基本的要求： 公平、 尊严、实
惠。”他介绍，汝城是国家级贫
困县，吃饭难、行路难、用电难、
喝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创业
难等，在这五年有很大缓解，可
以明显感受到人们的获得感。

“从报告中看出，民生投入
每年都在增加， 去年占整个支
出的70%，并向贫困地区、革命
老区倾斜。”杨奎说，各项民生
政策在全省农村覆盖， 老百姓
的福利政策都得到了落实。

黄志文举例说， 老百姓的
获得感主要从教育、 医疗、住
房、 社保这些民生事业上体
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已扩大到
高中，贫困地区工作的老师、医
生，额外补贴400-700元。农民
享有公费医疗， 农村老人满60
岁后有养老保险，每月可领75
元， 特困户有低保， 每月165
元。

惠民不多、不均、
不快怎么办

惠民政策反响很好， 但仍
存在不少困难。

黄志文认为， 主要有三个

问题：不多、不均、不快。不多是
老百姓的获得感跟预期有差
距；不均是分“蛋糕时”不均衡；
不快是一些改革红利要通过很
长时间才能到老百姓手中。“去
年通过三严三实教育、整治，开
展治懒、治散、治庸的作风大整
顿，收到很好的效果。”

“获得感应该是可持续的，
应该有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有
总体上的衡量， 还需要在一种
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不断刷
新，不让获得感打折、不公平。”
张映梅说， 一些政策真正落到
基层，可能有时雷声大雨点小，
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是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要把原
因分析清楚， 才能有的放矢地
去采取政策。

杨奎认为， 获得感在百姓
心中应该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
公权力的关注， 也就是公平正
义；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改善。

扶贫、创业，
提升幸福获得感

“扶贫攻坚” 是未来5年的
重要民生工程， 该如何打好这
场扶贫攻坚仗，奔向全面小康？

“突出精准两字， 精准识
贫，精准扶贫，最后达到精准脱
贫。”张映梅认为，要落实各项
政策、动员全社会力量，充分调
动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 增强
自身造血功能，通过产业发展、
创业、就业，获得更多的收入，
加快脱贫。

基层干部要结合本地实际
抓好落实，解决好四个问题：扶
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出？
黄志文介绍， 汝城已出台顶层
设计， 明确责任， 创新扶贫方
法。

黄志文说， 扶贫还要加大
投入，进一步摸准扶谁？致贫原
因是什么？因病、缺乏资金、信
息闭塞等？ 要用各方面的力量
形成合力去扶贫；加大考核，各
方面的指标细则全部考核到区
乡镇村。

扶贫的另一面则是增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应该怎么做？

张映梅认为， 应该做好创
业平台的建设， 加大青年创业
园区、众创空间、农村新创天地
的建设力度； 政府要加大科技
的投入、培养、留住科技人才；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让创新创
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杨奎说， 要加大对农民技
能的培训； 提升农村金融小额
贷款的额度， 从5万-10万左
右， 三年免抵押的期限能否延
长；传统农业要向合作社、家庭
农场、休闲观光、生态农业、乡
村旅游转变， 政府要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蒋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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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问题：近年来，我省智库虽有发
展，但总体“有量缺质”，存在机构数
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
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研究内容碎
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
对外交流不足、 国内影响力和话语
权欠缺等问题。

民盟湖南省委提交集体提案建
议： 建智库首先要建立健全智库参
与决策的长效机制， 将智库引入公
共决策过程中。 完善我省重大决策
专家咨询和公众有序参与制度，提
高决策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 建立
决策咨询购买服务机制。 加大应用
对策类课题立项力度。 加快民间智
库发展，构建“官方智库”、“半官方
智库”、“民间智库” 三者相互补充、
共同发展的智库体系。 ■记者 虢灿

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
代表委员：腰包更鼓了，民生改善更实在

● 省人大代表、汝城县县
长黄志文

● 省政协委员、共青团邵
阳市委书记张映梅

● 省人大代表、张家界市
永定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
任杨奎

单一“输血”变综合“造血”
发展飞地经济促武陵山片区脱贫

问题：有些地方存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司法机关
的案件质量和执法过程公开性不
够。 司法机关对本系统的案件质量
和执法过程大都以本系统监督为
主， 形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
格局。

省政协委员、 长沙市司法局副
局长贝先明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估，
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定职权
不会造成影响， 因为这种评估主要
是“事后评估”，评估的形式既有对
个案的评查，也有对执法过程的“回
放”评估，是对司法部门整体工作状
况的一种评估。 通过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制， 从根本上打破了“自拉自
唱”的格局，“第三方”以“旁观者”的
身份发出“真声音”、找出“真问题”。

■记者 虢灿

引入第三方评估执法过程

建湖南特色“智库”

聚焦·扶贫

1月25日，张映梅委员（左二）、黄志文代表（右二）、杨奎代表（右一）接受“向上，新湖南”联合访谈。 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