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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上
午，2017年全省统战新闻宣
传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
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
香，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据
介绍，这也是宣传、统战两个
部门连续第9年召开这样的联
席会议。

新筹集社会资金1200万
元、 资助3000名贫困学生参
加职业教育，实施“万企帮万
村”行动、引导737家非公企
业结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村
929个，组织省市县三级统战
部门、工商联联合开展万户民
企大调研活动……2016年全
省统战工作成果丰硕。过去一
年，湖南统战宣传工作紧紧围

绕团结引导全省统一战线广
大成员凝心聚力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这一伟大目标，
开展了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取
得了积极成效， 先后4次被中
央统战部《统战工作》专题推
介， 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同志批
示肯定。

黄兰香说，今年将重点围
绕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
好氛围、统一战线聚力脱贫攻
坚、统一战线服务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等五个方面开展
统战宣传工作。 黄兰香表示，
希望媒体深挖统战新闻“富
矿”，多做有深度、有温度、有
力度的统战报道，让今年的统
战宣传工作做得更有声势、更

加出彩，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 凝聚更大的人心、力
量和共识。

如何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统战宣传工作？蔡振
红表示， 全省宣传系统各单
位、各新闻媒体要增强政治自
觉、创新宣传方式、讲好统战
故事，同时也希望统战部门与
宣传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共同
做好统战宣传工作。 蔡振红
说，要“推出更多有温度、接地
气、有品质的新闻精品，把统
战工作承载的价值力量进一
步弘扬起来，传播开来。”

会议还对获得2016年度
全省统战新闻宣传策划奖和
优秀作品奖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 ■记者 陈月红

“原来餐餐萝卜白菜，肚子里
面斋得慌。现在手头宽松了，顿顿
有肉吃!”“去年， 家里各种收入5
万多元，人均9000多”……6月5
日， 怀化市中方县中方镇桥亭村
走出贫困的村民们喜悦溢于言
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不同场合多次
强调，要兑现“脱贫攻坚一个也不
落下，到2020年全省人民一道同
步实现小康” 的庄严承诺。2017
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十三
五”脱贫攻坚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将集中解好“三道题”。

解好“思考题”
确保脱贫目标不落空

如何如期啃下脱贫攻坚决胜
期这块硬“骨头”，是全省上下不
懈思考和努力的问题。这个“思考
题”，就是解决“扶什么”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省还
有445万贫困人口， 分布在全省
14个市州。 贫困人口致贫因素复
杂， 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难度很
大。为解好这道“思考题”，我省制
定了脱贫攻坚的时间表和任务
书， 以倒计时方式将脱贫摘帽任
务分解到每个年度。

具体来说， 我省的贫困人口
脱贫计划为：2016年脱贫125万
人(已超额完成)、2017年脱贫110
万人 (含社保兜底脱贫对象 )、
2018年脱贫110万人、2019年脱
贫110万人、2020年重点解决返
贫人口问题。贫困村退出计划为：
2016年退出1053个村 (已完成)、
2017年退出2500个村、2018年退
出2500个村、2019年退出871个
村。贫困县摘帽计划为：2016年2
个贫困县摘帽 (已完成)、2017年
10个以上贫困县摘帽， 其余且按
年度计划摘帽，2020年重点解决
贫困人口问题。

为了将目标进一步细化，《规
划》 从约束性和预期性两个方面
提出了14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
性指标包括贫困人口、贫困村、贫
困县等8项；预期性指标包括贫困
村农村电网覆盖率、 贫困村通宽
带比例等6项。

需要说明的是， 贫困发生率
低于2%是贫困县摘帽的硬性指
标要求。为此，我省将贫困县全部
摘帽提前至2019年，这是为了预
留缓冲时间，以利于对2%以内未
脱贫人口和返贫人口进行帮扶，
从而力争2019年、确保到2020年
所有贫困区县“摘帽”、贫困村“销
号”、贫困人口“越线”，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的总目标。

解好“操作题”
确保扶贫举措不虚浮

明确目标和任务之后， 接下
来就要为扶贫攻坚铺好“路”、架
好“桥”，解决好操作问题，即解决
“怎么扶”的问题。为了使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我省
在扶贫攻坚中结合全省实际，组
织实施了脱贫攻坚“七大行动”，
即发展产业脱贫、转移就业脱贫、
易地搬迁脱贫、加强教育脱贫、推
进健康扶贫、生态保护脱贫、社会
保障脱贫。

一方面，发展产业脱贫是“十
三五”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根据
《规划》，我省将继续坚持“资金跟
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
跟着产业项目走、 产业项目跟着
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精准
扶贫思路， 按照人均投入帮扶资
金1万元的标准，因地制宜发展贫
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
业，支持1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产业，每个贫困户至少实施1
个增收项目、 掌握1—2项实用技
术，6924个贫困村， 村村有特色
产业基地。

另一方面， 我省将继续构建

转移就业脱贫、 易地搬迁脱贫、
教育脱贫等多样扶贫方式。每种
脱贫模式针对不同特点的贫困
对象，从而使得扶贫举措更加具
体、更有实效。比如，转移就业脱
贫重在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劳
务输出，提高他们的稳定就业能
力；异地搬迁脱贫重在确保搬迁
群众住房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实
现贫困人口搬得出、 稳得住、能
脱贫。

解好“必答题”
确保脱贫结果不造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这个“确保”，就说明“脱贫”
是一道必须完成、 没有商量余地
的必答题。无论任务多么艰巨，这
道必答题都必须完成并答好。为
此， 我省着力创新和完善脱贫攻
坚的体制机制，坚决防范假脱贫、
保证真脱贫。

一是创新精准脱贫管理机
制。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建
档立卡， 做到贫困人口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严格退出标准、退出
程序，严防边脱贫、边返贫，严禁
数字脱贫、假脱贫。二是创新扶贫
资源整合机制。 将资金和项目重

点向贫困地区倾斜， 并最大限度
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以重点扶
贫项目为载体， 捆绑使用专项扶
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社会帮
扶资金等，形成脱贫攻坚的最大
“合力”。三是创新贫困群众参与
机制。扶贫更要“扶心”，“输血”
更要“造血”，帮助贫困群众树立
“苦熬不如苦干”的观念和“勤劳
致富光荣”的思想，实现“富口
袋”与“富脑袋”的有机结合。四
是创新资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机制，
县审批、县整合、省备案的资金
项目管理机制，规划项目协同推
进机制。通过打好创新和完善脱
贫机制这套“组合拳”， 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一个环节一个环
节的查、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
过、一笔资金一笔资金的审，对全
省脱贫攻坚工作和结果进行全面
的“透视”和“体检”。

“叩石垦壤， 挖山不止。”当
前， 我省的脱贫战已经到了决胜
攻坚的关键时刻， 只要我们坚定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鼓足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就一
定就能齐心协力拔掉穷根， 万众
一心打赢这场“攻坚战”。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省社科院 马纯红

齐心协力拔穷根
———我省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 省妇联
在省广播电视大学举办全省巾帼脱
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来自省
农产品女经纪人专业委员会会员以
及51个贫困县的优秀农业巾帼致
富带头人约200人参加培训班。

培训为期四天。 课程涉及互联网
营销、互联网+农业品牌经营、生态
文明背景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

“十二五”期间，我省创建了全
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8

个， 省级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80个。2016年，成立省农产品女经
纪人专业委员会， 全省县以上妇联
创建“巾帼脱贫示范”基地251个，其
中省级农业脱贫示范基地20个，全
国脱贫示范基地7个；成立由妇女领
办或合办的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
3576个，吸纳235853名妇女加入组
织；开展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200多
期。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郑丽萍

实习生 韦美妃 唐元华

6月5日上午， 新湖南客
户端统战频道正式上线，省委
统战部正式入驻湖南日报社
开发建设的“新湖南云”。省委
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
香，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出席上线仪式，并启
动新湖南客户端统战频道正
式上线。

融媒体时代，如何进一步
顺应时代潮流，运用现代化传
播手段，打造宣传湖南统战的

“新窗口”？省委统战部利用湖
南日报社开发建设的“新湖南
云”数据资源，在拥有1700万
用户的新湖南客户端上开设
统战频道。 频道设置统战要
闻、多党合作、少数民族、宗教
事务、港澳台海外、非公经济、
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 同心故事等13个子栏
目。

“新湖南云” 是在新湖南
客户端技术平台基础上，利用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开
发建设的移动政务新媒体云
平台。入驻“新湖南云”，统战
频道将综合运用文字、 图片、
动图、H5、直播、视频、智能抓
取等新技术手段，打造全新统
战宣传融媒体产品，增强统战
新媒体宣传的吸引力和传播
力，让统战声音在主流新媒体
平台上“响”起来，权威“立”起
来。

■记者 陈月红

全省统战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不断创新方式讲好湖南统战故事

巾帼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长沙培训新湖南客户端统战频道正式上线

6月5日上午，2017年全省统战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湖南省委统
战部正式入驻湖南日报社开发建设的“新湖南云”，新湖南客户端统战频道正式
上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左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
红（左三）出席上线仪式。 记者 童迪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