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 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 我省产业扶贫
将按照“以精准脱贫为
目标、 以产业发展为重
点、以利益联结为关键”
的思路， 着眼全产业链
提质升级， 筑牢贫困地
区产业根基， 未来将重
点围绕“科学制定产业
扶贫实施方案、 着力发
展壮大扶贫特色产业、
完善产业扶贫利益联结
机制、 加大产业扶贫科
技服务支持、 强化产业
扶贫保障措施” 五个方
面展开工作。

据省农委发展计划
处副处长肖小波透露，按
照“一县一特”的要求，我
省将以县市区为单位，围
绕选定的特色产业，按照
产业发展规模、市场化建

设机制，加快种子种苗基
地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产
业扶贫种子种苗企业，带
动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同
时，还将推广“扶贫资金+
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
模式，引导激励新型经营
主体参与产业扶贫，实现
主体发展有资金、贫困户
有分红“双赢”。鼓励社会
资本到贫困地区兴办企
业，支持贫困户以承包的
耕地、林地、水面和房屋
等折价入股新型经营主
体，让贫困户增加收入。

此外， 要按照品牌
强农战略， 鼓励贫困地
区发挥资源优势， 以创
建“地理标志产品”为依
托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鼓励企业按市场原则走
抱团取暖、 协同发展的

路子， 合力打造一批市场占
有率高、 社会影响力大的
“湘”字号农产品品牌。培育
市场营销主体， 创新营销手
段，完善流通体系，解决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谁来卖、卖
给谁、卖得好”问题。积极推
广“农超对接”“农校对接”
“农社对接”“互联网+”等农
产品供应链模式， 支持贫困
地区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各类
博览会、展销会。

肖小波告诉记者， 发展
产业是脱贫攻坚最基本的抓
手，如果没有产业作为支撑，
脱贫攻坚的要义就无从体
现， 扶贫成效就难以保证，扶
贫成果也就难以巩固。未来将
形成产业精准扶贫的合力，确
保350万（从2014到2020年）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
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措施

本报12月12日讯 “现在方
便多了，在手机上就能了解社区
政策信息， 还可以提交相关信
息。”10日，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
街道桂花社区自主开发的微信
服务号“智慧e家”正式上线，一
台手机就能办理社保、计生等业
务， 让社区居家生活变得更省
心。据了解，这是我省首家建立
信息管理导航系统的社区。

记者登录“桂花社区智慧e
家”微信服务号看到，社区互动
栏目中含有民主自治、 民主决
策，居民可发布自己在社区内的
所见所闻，提出建议、意见和求
助，可以对社区重大事项进行决
策评议，其中的红黑榜，居民可
以在此维权、 曝光不文明现象。
此外，缴纳党费、社保、计生等事
项都可在手机上轻松办理，还建
立了网上“三社联动”服务圈，社
区、社工、社会组织可在网上共
同协作，网下一起服务。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文美

本报12月12日讯 近日，省
民政厅在岳阳召开了全省社会
工作、志愿服务暨标准化工作会
议，全省将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培育力度和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 力争到2020
年，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人
口总比例要达到千分之一。

2017年，我省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 使社会工作队伍不
断壮大。2017年， 全省社会工作
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创历史新
高，达到9238人。全省目前通过
国家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者达
7040人。

据介绍，省民政厅联合省委
组织部、省编办、财政厅、人社
厅、教育厅5部门，将在三年内，
支持全省1929个乡镇（街道）分
步建设社会工作服务站。 目前，
长沙601个社区配备社会工作
人才2135名， 配备率为100%。
与此同时， 省民政厅还建设了
省级社会工作机构孵化基地。
长沙、衡阳、常德、益阳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 实施了一批社区
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儿童
社会工作、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

省民政厅副厅长杨薇表示，
要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志愿者实
名制注册，不断壮大我省注册志
愿者队伍，还要扶持培育一批具
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志愿服务
组织。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姜波

全省每千人中要有
一名社工专业人才

“智慧e家”上线
让居家生活更省心

炎 陵 黄 桃 生 长 于 炎 陵 县 海 拔
300-1200米的深山中，得益于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 炎陵黄桃具有
果形周正、香气浓郁等特点，受到市场的
青睐。

为推动炎陵黄桃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炎陵县委县政府领导从项目、资金、
技术等多方面给予支持， 不仅成立了以
县委书记为顾问、 县长为组长的炎陵黄
桃产业领导小组，还制定了《炎陵县特色
水果产业发展（2014-2017年）规划》，划
定了以黄桃、 奈李为主的特色水果产业
发展区， 明确适宜并推广黄桃种植的重
点村78个，其中贫困村51个。

为全方位宣传推介， 炎陵县政府将
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组织策
划了桃花节、乡村旅游节、炎陵黄桃原产
地直播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向全国、全世
界塑造了“炎陵黄桃”产业的良好形象。
同时，加强物流平台、通讯平台、电商平
台建设， 让炎陵黄桃插上电子商务的翅
膀，顺畅地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今年，全
县电商企业（网商）达460余家，线上销售
量5190吨，占总销售量的61.8%。

目前， 黄桃产业已经成为炎陵县带
领广大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导农业产
业，炎陵黄桃线上线下热销，并带动炎陵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展，对促进农民脱
贫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有2784户8152名贫困人口因黄桃种
植直接受益，年人平增收约8500元左右。
炎陵黄桃也获得了“湖南十大农业品牌”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优质黄
桃之乡”等荣誉和称号。它集精致农业、
观光农业、高效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多
个现代农业元素， 是炎陵农业发展史上
一个成功的范例，“炎陵黄桃” 也成为了
炎陵县一张响亮的名片。

炎陵县黄桃产业推动精准扶贫仅仅
是我省脱贫攻坚战中产业扶贫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2014—2016年， 全省脱贫
352万人， 其中通过产业发展直接帮助
16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从2016
年到2020年， 我省将力争实现260万贫
困人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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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按“一县一特”要求， 以县市区为单位，培育壮大特色产业，让贫困户稳定增收

9个产业集群带动260万人脱贫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3日

受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联合利国
文化产权交易所定于2017年12月20日10:00时
公开转让一批库存物资。品种有各类白酒（酒鬼
酒、五粮液、湘窖、水井坊、泸州老窖等）、茶叶
（沅陵碣滩茯砖茶、 黑大哥孝心茶、 石门银峰
等）、车辆、瓷器、字画（刘应雄斗方、段传新斗方
等）、湘绣、手表、首饰、洗化用品、邮册、服装、
鞋、家居用品及电器、各类消费卡等，共计241
项，评估总价值人民币9200131.32元。

本次转让采取公开拍卖形式， 先整后零进
行拍卖， 请有意竞买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效证

件和保证金，到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时间：2017年12月18日9时-19日17时止
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19日17时止
报名、拍卖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3

号202室
详情登录联合利国文交所官网http://www.

lhcee.com或官微“联合利国文交所”，联系人：
胡先生13974801637（湖南省拍卖公司），王先生
18711026867（联合利国文交所）

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

11月3日， 全省产业扶贫现场
推进会在安化县召开。会议强调，加
大产业扶贫力度， 着眼全产业链提
质升级，增强脱贫“造血”能力，全省
打造9个扶贫产业集群，为贫困户脱
贫栽下“摇钱树”。

近年来， 全省各级农业农村工
作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扶贫开发工作部署， 与其他
部门一道，按照“四跟四走”产业扶
贫要求， 不断探索产业扶贫新路径
新模式新办法， 产业扶贫取得阶段
性成效。2017年， 全省计划通过发
展生产带动50万贫困人口脱贫。从
2016年到2020年，力争实现260万
贫困人口脱贫。

■记者 蔡旻旼

12月10日，嘉禾县广发镇白觉村，村民在采摘黄栀子。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种植黄栀子、牡丹、百合等中药材特色产业3000多亩，带动了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增加了群
众收入。 黄春涛 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脱贫攻坚的“满池清水”离不开产业扶
贫这一“源头活水”。扶贫攻坚成果要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普遍认可、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必须着眼长远，讲究持续性、稳定性，不能搞“一锤子买卖”。如
今，湖南的产业扶贫已经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走出一条坚定踏实的道路，涌现
出一大批推进产业扶贫的先进模式。它们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的信心和动力，
为深入开展产业精准扶贫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炎陵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张响亮名片

围绕五个方面实现产业脱贫
炎陵黄桃

记者手记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源头活水”

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