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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开启苗寨致富密码
———湖南城步县龙凤冲村脱贫启示录

本报记者 谢作钦

太阳能路灯亮起来， 水泥
路修到家门口， 田间道路水渠
纵横，水产养殖、林下养鸡、锥
栗种植等产业发展如火如
荼……

这是中国商报记者 7 月中
旬在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龙凤
冲村看到的一个深度贫困村脱
贫后的崭新面貌。 而在这背后
是一群“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驻村扶贫干部的勇于担当默默
付出， 他们用智慧和辛劳开启
了深山苗寨的致富密码。

深山苗寨来了扶贫队

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龙
凤冲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
村 322 户 1368 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 143 户 628 人。

要让山区民众的日子好起
来，扶贫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 2018 年 3 月，湖南省工商
联驻村帮扶工作队开赴国家级
贫困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 进驻在深度贫困村龙凤冲
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
发现这是一个贫困人口多、自
然条件恶劣、 增收渠道窄的多
民族深度贫困地区。 此外，由于
遭受到前年洪灾影响， 村内受
损严重。

驻村帮扶工作队摸清底
子、找准路子、开出“方子”，提
交的《省工商联驻龙凤冲村
2018-2020 年脱贫攻坚行动规
划方案》 获得湖南省工商联批
准。 思路清了、方向对了，湖南
省工商联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朱冬成带领工作队多次到相关
部门协调，争取项目资金，把扶
贫规划落实落地落细。 目前，龙
凤冲村新修了三个“人安饮水
蓄水池”， 总容量达 80 余立方
米， 全村饮水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新增、扩容 100 千瓦变压器
2 台， 解决了木桐井片区 75 户
用电需求； 湖南省山东商会赞
助 50 万元，安装了 135 盏村道
太阳能路灯； 协调城步县政府
安排整合资金 450 万元， 完成
了 4 条 8000 米长组道硬化；协
调商务部驻城步县定点扶贫指
挥部安排 253 万元， 完成 9300
米村主干道窄改宽及灾后修复
工程；新修林道 5000 米，拓宽
村主干道 9.1 公里；新修小水圳
2000 米， 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
得到有效破解。

同时， 驻村帮扶工作队还
针对村里重灾、重病、重残和因
学致贫的贫困户给予重点帮
扶，帮助落实生活补助、国家助
学金和“雨露计划”，指导贫困
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 并动员
湖南省女企业家商会对龙凤冲
村考上本科、 专科的大学新生
分别给予 5000 元、4000 元奖
励， 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进
行学费长期资助。

“现在咱村子，家家整洁、
户户干净， 水泥路都修到了家
门口， 垃圾分类存放配备了专
门保洁员， 生产生活环境得到
了极大改善。 ”龙凤冲村村民王
建平告诉记者，“不仅饮水不再
难，用电也更放心，今后休闲还
有了好场地”。

瞄准“靶心”斩“穷根”

2016 年， 朱冬成从部队转
业到湖南省工商联工作不到一
年， 就被组织选派到了城步苗
族自治县丹口镇原栏牛塘村驻
村帮扶， 成为了扶贫战线上一
名新兵。

2018 年 3 月， 朱冬成转移

“主战场”，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
儒林镇龙凤冲村，担任湖南省工
商联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龙
凤冲村第一支部书记。

为消除村民“争当贫困户”
的思想，他带领驻村帮扶工作队
瞄准群众思想观念的“靶心”,练
就“十个指头弹钢琴”的本领，展
开了一系列的扶贫先扶志的工
作。 广泛开展脱贫动员，在村里
135 盏路灯上贴上“争当贫困
户， 吓跑儿媳妇”“真是贫困户，
大家齐帮扶”等宣传标语，直白
通俗，击中痛点。

同时，驻村帮扶工作队多方
筹集资金，把“水电路网”等短板
补起来。 另一方面，对村里困难
的农户开展技能培训，鼓励外出
务工，协调民营企业接收村民务
工。

龙凤冲村贫困户邹家平原
来在外打工，得知村里搞产业扶
贫，毅然返乡，加入林下养鸡和
水产养殖队伍，在水田、鱼塘里
搞起山泉水养殖，在庭院中喂养
起“苗乡战斗鸡”，日子过得十分
惬意。

一个以扶志为抓手、以产业
发展为手段、以脱贫致富为目标
的三年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在龙
凤冲村得以顺利实施，通过改变
思想观念，发展扶贫产业、增加
社会保障、易地扶贫搬迁，以及
教育、医疗、就业等扶贫举措，使
得深山贫困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大产业奏响致富曲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终
还是靠产业支撑。 ”朱冬成根据
龙凤冲村实际情况，规划了“林
下养鸡、 水产养殖和锥栗种植”
三大产业。 其中，水产养殖主要
在水源丰富的高山片区开展，林
下养鸡和锥栗种植则在全村开
展。

记者了解到，以林下养鸡为
例， 湖南省浙江总商会出资 60
万元， 为村民提供无息贷款、发
放鸡苗、引进技术；湖南伊润生
物科技公司和长沙县军芳家庭
农场则提供益生菌酵素饲养技
术指导和支持。特别让村民们感
动的是，长沙县军芳家庭农场负
责人杨芳手把手教村民建鸡舍、
投放饲料、开展疫情防控，连续
在龙凤冲村蹲点指导 41 天。

“林下养鸡除了小户分散养
殖，我们还在村里发展了 7 个大
户，发放鸡苗共 16000 多羽。”朱
冬成向记者介绍，建成的 100 亩
林下生态养鸡示范基地，去年面
向散户发放鸡苗 9197 羽， 示范
基地投放鸡苗 6500 羽， 工作队
帮助销售成鸡 3500 只。

同时，驻村帮扶工作队在龙
凤冲村石床和木大坪片区推广
了泥鳅、荷花鱼、稻花鱼等四个
品种，养殖水面(稻田)120 亩，惠
及贫困户 76 户， 带动非贫困户
72 户。 利用邵阳市产业帮扶资
金，从中南林科大苗圃基地引进
7800 株锥栗苗种植 220 亩，替
代已经老化的板栗品种，培训贫
困户 150 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工商
联及非公企业和商协会累计投
入龙凤冲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已达 1000 余万元。 经过驻村帮
扶工作队艰辛努力，2019 年城
步县龙凤冲村顺利实现整村退
出深度贫困村行列。

朱冬成表示，脱贫一天没有
成功，我就一天不撤岗。 驻村帮
扶工作队今年将以未脱贫贫困
户作为攻坚重点， 集中优势兵
力，加大攻坚力度，实现“一户
一策 ”精准帮扶，让致富奔小
康成为深山苗寨的一种新常
态。

本报记者 李 孟

“阜外医院某县分院”“某县同
仁医院”“华西医院某地分院” ……
近年来，一些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
不严谨，使用未经核准的字样、故意
仿造其他医疗机构名称， 各种“李
鬼”医院层出不穷，利用知名医院名
称标识对患者看病就医造成误导，
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
门启动专项整治，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名称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格排
查清理违规医疗机构名称， 对于申
请登记含有协和、同仁、华山等知名
医院相关字词的，无相关授权的，一
律不予登记。

通知明确， 医疗机构名称应当
遵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等规定的命名规则， 与医疗机构类
别、诊疗科目相适应，不得使用有损
于国家、社会或者公共利益的名称，
不得使用侵犯他人利益的名称，不
得使用可能产生歧义或者误导患者
的名称，不得利用谐音、形容词等模
仿或者暗示其他医疗机构名称。 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
逐步建立完善知名医院字词库和名
称禁限用字词库。

以协和医院为例， 在全国几百
家名称中含有“协和医院”的医疗机
构中， 既存在性质为事业单位或社
会组织的正规医院， 也有打着协和
医院幌子的民办医疗机构。 这些机
构自称与协和医院存在合作关系或

是协和医院的分院区， 借用协和医
院的知名度和信誉招揽患者， 但事
实上， 被广泛认可的协和医院只有
北京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武汉附属协和医院和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我母亲就曾经上过当，以为自
己去了华西医院的分院区， 但其实
那家医院是独立的医院， 只是名字
里有‘华西’两个字而已。”四川的彭
先生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自己所在
的城市有好几家名称中带有“华西”
字样的医院， 很多人误以为那是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下属机构， 实则
却都是个人开办的民营医院， 与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毫无关联。

“因为这家医院不能刷医保卡
报销，我们才意识到不对劲。 ”彭先

生曾向母亲去过的这家民营医院求
证是否与华西医院相关， 得到了对
方否定的答复。彭先生认为，尽管对
方否认了自己与华西医院有联系，
但医院名称中带有“华西医院”字样
本身就是在打“擦边球”，存在误导
引诱患者的违规行为。

除了在申请登记环节排查名称
禁限用字词外， 对于目前已存在违
规命名的医疗机构， 有关部门也将
严格排查。通知明确，重点清理使用
可能产生歧义或者误导患者的名
称，利用谐音、形容词等模仿或者暗
示其他医疗机构名称， 含有外国国
家（地区）名称及其简称、国际组织
名称、跨国家名称、“国际”字样等情
形。对于违规命名的，将依法指导其
变更名称。

无授权不予登记 四部门打击“李鬼”医院

重点改造 2000年底前建成小区

政策春风再吹 老旧小区改造焕生机
本报记者 李远方

小区脏乱差、没有电梯、缺乏健
身娱乐设施、没有物业管理等问题，
一直是萦绕在老旧小区居民心中的
烦恼。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
表示将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出发， 重点改造完善
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 提升社
区养老、 托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水
平，推动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
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

＞＞＞

迎来更多资金支持
老旧小区改造费用、 今后运营

费用、 提供城市和社区公共服务供
给的费用等资金需求量是非常大
的，专家初步估算，我国城镇需综合
改造的老旧小区投资总额可高达 4
万亿元。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
示，当前正推动多渠道筹措资金。

虽然各地努力拓宽渠道筹措资
金，但仍然存在资金总体不足、财政
资金“投不起”、居民和社会资金不
愿投、后期管护资金缺失等问题，迫
切需要建立多渠道融资方式， 确保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为解决这一难题， 意见明确要

建立改造资金由政府与居民、 社会
力量合理共担的机制， 具体包括五
个方面，即合理落实居民出资责任、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持续提升金融
服务力度和质效、 推动社会力量参
与、落实税费减免政策。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 为社
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
构，政府对其养老、托育、家政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并减按
90%计入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用
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
房产、 土地， 可按现行规定免征契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
在居民出资方面，按照谁受益、

谁出资原则， 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
与改造，可通过直接出资、使用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 让渡小区公共收益
等方式落实。 研究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办法。
支持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 鼓励
居民通过捐资捐物、 投工投劳等支
持改造。

在政府支持方面， 意见将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
程，中央给予资金补助，按照“保基

本”的原则，重点支持基础类改造。
意见还要求， 商业银行加大产

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在风险可控、商
业可持续前提下， 依法合规对实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
供信贷支持。 据悉，7 月 17 日，国家
开发银行与吉林、浙江、山东、湖北、
陕西五省，中国建设银行与重庆、沈
阳、南京、合肥、福州、郑州、长沙、广
州、苏州九个城市，分别签署支持市
场力量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战略
合作协议。在未来五年内，国家开发
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预计将向五省
九市共提供 4360 亿元贷款。

＞＞＞

民生工程惠民利民
7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明确提出，2020 年计划各地新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
涉及居民近 700 万户； 到 2022 年，
基本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
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到“十四
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
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意见强调，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 对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惠
民生扩内需、 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
建设方式转型、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调研
发现，老旧小区管网破旧；很多公共
服务缺失，如养老、抚幼、物业、文化

娱乐设施、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存放
等； 部分建造时间比较长的城镇老
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 公共环境较
差，普遍存在道路破损、秩序混乱、
私搭乱建等问题。

根据意见， 老旧小区改造内容
可分为基础类、 完善类、 提升类三
类。 基础类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
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
完善类主要是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
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条件
的楼栋加装电梯等。其中，改造建设
环境及配套设施包括拆除违法建
设，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明等环
境， 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设
施、无障碍设施、停车库（场）、电动
自行车及汽车充电设施、 智能快件
箱、智能信包箱等配套设施。提升类
包括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的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 卫生服务站等公共
卫生设施、幼儿园等教育设施、周界
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以及养老、托
育、助餐、家政保洁、便民市场、便利
店、 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
区专项服务设施。

意见着重提出， 要激发居民参
与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
小区关联单位和社会力量支持、参
与改造，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
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会扩大

内需，促进有效投资。今年老旧小区
将重点改造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
础设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传
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扩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
主要包括提升城市老旧小区道路、
供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着力完善

养老抚幼、无障碍等公共服务设施，
进一步提升城市老旧小区居住品
质，无疑将利好建筑业、通信业、制
造业等多个行业，还可以促进消费，
带动生活性服务业提升。

以建材行业为例， 全国的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必将加快存量翻新市
场对建材需求的释放， 水泥、 混凝
土、 外墙涂料等品类的市场规模均
会因改造得以大幅度拉动， 产量拉

动比例从 5%到 45%不等，将直接拉
动防水材料 400 亿元产值、 保温材
料 200 亿元产值、 建筑涂料 500 亿
元产值、节能门窗 500 亿元产值等。

招商证券研报显示， 依托老旧
小区改造的住宅更新需求， 电梯行
业拐点已在 2019 年确立，老楼加装
电梯开启行业新一轮景气周期。 全
国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有
17 万个， 以西安实地数据推演，至

少需要安装 204 万部电梯。 立体停
车设备则有望缓解停车难问题，目
前停车设备行业仍处于成长期，老
旧小区改造有望为行业带来 2000
亿元增量市场。

另据相关业内专家建议， 老旧
小区改造还需要提前规划好 5G、人
工智能等新基建的空间和场所，统
筹好与现有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协
调。

今年，老旧小区
改造将重点完善小
区配套和市政基础
设施，积极扩大有效
投资，加强传统基础
设施和新型基础设
施投资，促进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扩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图为江苏省一老旧
小区进行供电线路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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