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5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责编：程统 美编：刘北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杭莺代表

核心提示
着力做好“12345”文章

杭莺代表介绍，崇阳将以脱贫
摘帽为重中之重，
着力做好
“12345”
方面的工作，即找准
“一个定位”
，明
确方向大干，紧扣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力推进绿色崛起，坚决打
赢
“三大攻坚战”
；依托
“两个支点”
，
立足县情实干，依托北面长江经济
带和南面幕阜山绿色产业带，谋划
项目，扩大投资，开展招商引资，夯
实发展的底盘和后劲；
实施
“三大战
略”，即区域协调战略、创新驱动战
略、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争 创“ 四 个 一
流”，即一流的开放环境、一流的生
态环境、一流的创新环境、一流的平

刘鹤鸣代表

年发展，该村通过土地流转行式，把
荒山变成了油茶园，把枇杷做成了
酒开起了酒厂，把大畈麻饼发展了
饼厂，拥有了自己的村集体产业。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既 能 工 作 ，还 有 分
红。全村 375 户，现有 340 户建起
了小洋房，还剩 10 户贫困户，今年
将全部脱贫。
精准扶贫如何克难攻坚？刘鹤
鸣代表建议，既要靠政府政策支持，
也要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发奋
的干，
才能实实在在的脱贫。
（记者 陈志茹）

贫困户危房改造补贴标准有待提高

徐庆富代表介绍，现行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政策规定是 C 级
危房改造，五保户、特困户每户补助
不得超过 6000 元，困难户不得超过
4000 元 ，一 般 困 难 户 不 得 超 过
3000 元；D 级危房改造，五保户、特
困户每户补助不得超过 30000 元，
困难户不得超过 10000 元，一般困
难户不得超过 8000 元。易地搬迁
安置是每人按 2 万元的标准建房。
徐庆富说，同样是家庭人口为
4 人的一般建档立卡贫困户，如符
合‘易地搬迁安置’条件，可享受国
家 100 平方米新房交钥匙工程（建

周志专代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按照精准脱贫总要
求，突出产业就业扶贫，重点发展十大扶贫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加快专业合作社建设，推动更多贫困户纳入产业链条。全面推进健康
扶贫工程，严格落实补充医疗保险和民政医疗救助政策。整合扶贫资
金和项目，加大小额扶贫贷款力度，向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
贫困村聚焦发力。开展扶志、
扶智活动，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多措并举激发内生动力

刘鹤鸣代表说，脱贫攻坚不仅
要发展产业，还要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更要贫困户自立更生起来，
才能
达到真正的脱贫。
刘鹤鸣代表举了个例子：通山
县大畈镇板桥村原是一个贫困村，
自 2014 年开展精准脱贫工作以来，
该村大力营造脱贫攻坚工作氛围。
先后开展贫困户大排查，
围绕
“洗穷
脑”
“拔穷根”目标，
开展脱贫立志宣
讲，帮助贫困群众转变“等靠要”观
念，依托就业、产业、创业开展各类
培训，以“扶志”帮促脱贫。历经 5

徐庆富代表

安环境，
培植崇阳的发展潜力，提升
区位优势和竞争力；建设“五个崇
阳”
，确保崇阳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
省、全市平均水平，加快建设开放、
生态、
富裕、
文明、
幸福崇阳。
杭莺代表表示，
《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
并从市级层面综合谋划全市各县市
区公共设施服务一体化，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建议市委、市政府将崇
阳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范畴，帮助
崇阳提前实施精准灭荒工程、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
（记者 王奇峰）

设资金 8 万元）。而符合危房改造
的贫困户，C 级危房只能享受 3000
元的危房改造资金，D 级只能享受
8000 元危房改造资金，符合危房改
造的贫困户，不管家庭人口多少，补
贴的标准都是一样。按这样的政策
进行操作，不仅在基层会造成一定
的社会矛盾，而且危房改造贫困户
难以脱贫。
徐庆富建议，将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按人口进行补贴，补贴
标准为每人补贴 15000 元，最高每
户不超过 5 人，补贴金额为 75000
元。
（记者 李思源）

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

“我们的‘三农’已经迎来新一
轮发展契机。”周志专代表说，
《政府
工作报告》把
“推进田野国家乡村公
园项目”写在报告里面，让他们信心
倍增，
也深感责任重大。
“当前，
我们正在结合嘉鱼县官桥
镇创建
‘湖北旅游名镇’
的总体部署，
着力实施国家乡村公园（田园综合体）
建设，
并叠加推进九养小镇、
新材料小
镇建设，
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子。
”
周志专表示，
项目于2017年被列为咸
宁市
“211”
重大项目，
计划总投资 50

亿元，
重点建设
“十里八村”
“
、九养小
镇”
“
、芳园百里”
“
、梦里水乡”
等生态文
化、
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景区和健康养
老、
教育培训基地。项目实施以来，
陆
续受到投融资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关
注，
景区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周志专建议，市政府将田园综
合体纳入市级试点，并申报省级和
国家级；将嘉鱼赤壁基础设施建设
联动，
拓宽嘉赤线省道，打造嘉鱼至
赤壁高铁站的旅游路、招商路。
（记者 叶子）

代表夏敏建议，加大农村基层普法力度，提高留守儿童的自我
保护意识。
赵忠志/摄

邱平戈代表

加大幕阜山绿色产业带茶产业开发力度

邱平戈代表介绍，幕阜山绿色
产业带建设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项
目之一，符合省委、省政府绿色崛起
战略和市委、市政府打造“中部绿
心”的规划部署。
“处于幕阜山片区的通城县有
茶业种植的悠久历史和名优产品，
如沙堆镇‘九井峰’茶，以其特有丘
陵气候、水质特点曾荣获全国
“陆羽
杯”金杯奖和多个省级特优奖，
产品
畅销海内外市场。”邱平戈说，沙堆
镇被评为全省十大名茶名镇，现有
茶园面积 1.2 万亩。由于地方政府
资金有限，缺乏对茶产业的融资投

程祝新代表

入，致使茶产业发展没有得到深度
开发。
邱平戈建议，可以在招商引资、
企业融资、品牌包装等方面加大对
幕阜山绿色产业带茶产业开发支持
力度；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地方政府
打造万亩茶业生态观光园，扩大种
植面积，做好“旅游+茶叶”文章；支
持龙头企业研发
“九井峰”系列茶饮
品，使“九井峰”茶业成为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的一道靓丽风景，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记者 李思源）

“互联网+”变成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农民最关心的是把农产品卖
到城里去，让他的产品进入到城市
里的千家万户；现在很多农村电商
在考虑怎么把原来城里人消费的一
些品牌，包装、食品或是日用品卖到
农村里去。另外，还有城市里一些
科技含量高的东西，怎么把它们弄
到农村里去改善农村的生产效率。”
程祝新代表说，完善农村物流体系，
打造差异化地方特色品牌，用更好
的方式去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这
些都将为农村服务升级，推动
“互联

网+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核心
是要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程祝新建议，
要把“互联网+”变成农业发展的新
动力。比如互联网+农业精准生
产、个性服务；互联网+农业资源要
素，即农户与企业、土地与资源、市
场与信息、技术与人才；互联网+种
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
业。借此，达到农业信息技术进村
入户的效果。
（记者 陈志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