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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24℃～32℃
湘潭市 多云转晴 25℃～34℃

张家界 多云转晴 22℃～34℃
吉首市 多云 22℃～34℃
岳阳市 晴转多云 25℃～32℃

常德市 多云转晴 23℃～34℃
益阳市 晴 24℃～33℃

怀化市 多云 23℃～33℃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4℃～33℃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5℃～33℃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5℃～32℃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25℃～32℃
永州市 多云 24℃～33℃

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间晴天
南风 ２ 级 25℃～34℃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郭云飞 通讯
员 雷越毅 卢跃）近日，益阳市服务外包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目前，该市已有13家
服务外包企业签约入园，其中搜空高科、
金蝶软件、恒翔动漫等8家企业已投入运
营，另有26个项目正在洽谈中。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其非核心业务包
出去，由外部专业化团队来完成，从而使自

己专注核心业务，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包括商业流程外包（BPO）、信息技术外包
（IT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等。 为调整
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去年6月，
益阳市出台相关文件，完善配套服务，形成
磁场引力， 力争3至5年内服务外包产业年
营业额达到50亿元、从业人员1万人，将益
阳打造成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在中心城区，益阳市规划了约1平方

公里土地建服务外包产业园区， 重点发
展呼叫中心、动漫制作、软件开发外包、
研发设计外包、 数据处理和财务核算等
业务流程和信息技术外包。

同时，益阳市发改委、经信委 、国土
资源局、规划局、经合局等部门成立专业
小组定向服务。 当地电信、移动、联通三
大通信运营商根据产业发展需要， 专门
升级了有关软硬件。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高级技工学校等多所职业学校已培训
服务外包专业人才1100名， 并建立人才
储备库，供企业选录。 益阳职院还被省商
务厅定为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

为引进企业， 益阳市成立了专门的
招商引资队伍，先后在杭州、长沙、深圳
举办服务外包专题招商会， 力争年底实
现服务外包企业运营15家、 签约落地30
家的目标。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
员 饶兴军 张植友 胡佐坤）近日，城步
苗族自治县移民局和县科协联合举办
“苗乡梨” 栽培技术培训，60多位移民免
费参训。 “苗乡梨”是该县历经多年培育
出的本地优质高产新品种， 县里将其作
为帮扶移民致富又一新项目， 计划今年
在移民村种植500亩。

城步有柘溪等水库移民2万多人，涉
及全县11个乡镇、238个村。 近3年来，该县
为“提升库区移民幸福指数”，“强基础、兴

产业、惠民生”，让广大移民安居乐业。
针对移民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问

题， 近3年来， 城步对各类移民资金和扶
贫、交通、水利等资金进行统筹整合，新修
和改扩建机耕道67条156公里，建设桥梁、
桥涵等27座，移民村通达、通畅率分别达
95%和72%；实施饮水安全项目32个，架设
改造低压线路16公里，解决了4600多个移
民饮水难和9个移民安置村用电问题；实
施改水改厕、村容整治等新农村建设项目
29个，部分移民安置村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城步还加大移民产业开发力度。 采取
以奖代投、单位对口扶持、农企合作、组建
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大力发展高山延季蔬
菜、水面养鱼、中药材种植等，已建500亩
以上基地11个、1000亩以上基地4个。 儒林
镇大井村移民蒋遵永发展10口网箱
养鱼，政府奖励5000元，今年他家养
鱼纯收入可突破4万元。

同时， 城步全面落实移民后扶
政策。 近3年来，及时足额发放移民
后期扶持直补资金3672.35万元，在

移民较多的村新建改建学校16所、村文化
活动室38个、农家书屋53个、村卫生室34
个，为98%的库区移民办理了“新农合”，并
免费培训移民1200多人。 已减少贫困移民
人口3655人，其中稳定脱贫2018人。

邓明 白培生 曾武平
黄朱文 颜志红

郴州东江之滨，有一家员
工仅30来人的小银行———资
兴浦发村镇银行，该行在当地
服务态度好、效率高，深受小微
企业、个体经营户等欢迎。 近
日，记者到该行进行了采访。

在银行营业大厅，记者碰
到正在办理下岗失业人员再
就业贴息贷款支取手续的刘
先生， 他说：“我前天提交资
料， 申请了一笔3万元的小额
贷款，今天客服人员电话通知
我贷款到账了，效率真高。 ”

他还说，去年，他有个亲
戚为扩大特种养殖，在这里申
请到20万元贷款。 于是，他也
萌生了贷款搞养殖的想法，银
行客户经理根据刘先生属企
业下岗职工的情况，给他推荐
了小额贴息贷款。

“昨晚，我们部门集体加
班，把24位客户的贷款资料审
批完成，今天客户就可以用款
了。 ”客户经理周琴介绍，“对
于这类信贷业务，我们事先设
计好模板，有针对性地向客户
推荐， 这两年已给600多客户
发放创业贷款。 ”

记者好奇地问：“这么快
投放 ， 不用担心贷款风险
吗？ ”周琴说：“对这类贷款，
我们通过与有关部门合作 ，
设计了担保公司代偿和风险
补偿机制，运行2年多来还没
出现逾期情况。 ”

据介绍， 资兴浦发村镇

银行是郴州市引进的首家村
镇银行。 开业2年多来，在当
地人民银行政策、 资金等支
持下 ，他们 “立足县域 、专注
小微 、服务 ‘三农 ’”，以 “快
速、高效、优质”的服务，树立
了 “服务最好 、效率最高 、成
本最低”的市场形象，成为当
地银行业“新标杆”。

“村镇银行就是 ‘草根银
行’，服务‘三农’是村镇银行的
主要责任。”资兴浦发村镇银行
副行长汤卫华告诉记者， 银行
上至行长、下至职员，都按区分
片深入田间地头， 重点走访各
涉农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基地和规模种养大户
等，走遍了资兴的山山水水。

在汤卫华带领下， 记者驱
车来到东江湖畔白廊乡万户特
种鱼养殖合作社。 该社养殖大
户文小龙说：“去年7月，资兴浦
发的信贷员来这里推荐贷款项
目。我和6位养殖户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 每户提出10万元贷款
申请。 没想到第二天信贷员就
将70万元贷款送到了我们手
中。 ”有了资金扶持，文小龙扩
大养殖，今年头5个月，产量和
效益同比增长了1倍多。

今年1至5月， 这家银行
累计投放各类贷款3.9亿元 ，
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1200余
户，其中涉农贷款占总量90%
以上， 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和
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罗筱波 朱琳）
今天， 岳阳市市长盛荣华欣
喜地告诉记者， 在刚刚闭幕
的“盛情湖南 相会台湾———
徐守盛省长赴台参访暨湖南
第八届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会”活动中，岳阳代表团参观
考察了台湾基隆港， 双方就

基隆港与城陵矶新港建立友
好港口关系、 发展航运物流
进行了深入交流洽谈， 双方
代表签订了两地港口物流发
展战略友好合作协议。 它标
志着基隆与岳阳在港口物流
发展方面的合作全面启动 ，
为两港直航和两地发展创造
了条件。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路文 章斌） 端午节期间，6
月23日至24日， 前往怀化市洪江区参
观古商城的游客将享受门票5折优惠，
并可在景区体验前所未有的端午礼
遇，参与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 这是今
天洪江古商城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发布的消息。

今年端午节期间， 前来洪江古商
城的游客可在古商城福全堂享受 “沐
兰汤 ”，用兰汤洗手 ，相互用艾叶蘸洒
兰汤 ，祛除晦气 ；在潘存德堂 ，可佩戴
菖蒲，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

邪 ；在天钧戏院 ，可参与 “悬艾草 ”游
戏， 夺得桂冠的游客可获景区赠送的
特别奖品；在荷风院，还有“佩兰赠芳”
活动，游客施展才艺，就有机会获得佳
人赠送的节日香囊。 景区还为游客准
备了免费的浓情香粽。 此外，游客可去
佛教名山嵩云山体验佛教文化， 为家
人朋友祈求平安富贵。

据悉， 目前省内各大旅行社均已
推出洪江古商城二日游、 三日游经典
线路， 游客还可顺道游览周边古村高
椅、 烽火芷江、 烟雨凤凰、 魅力梵净
山。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谭才余）6月18日， 湖南禄芳集团、
湖南师大附中与耒阳市政府签约， 联合兴

办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分校。 作为湖南名校
之一的湖南师大附中正式进军耒阳， 将为
耒阳基础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

益阳“服务外包”蓬勃发展 “草根银行”受欢迎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易禹琳 龙文泱）
由省旅游局等主办的2012中国湖南 （第三届）
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4日至16日在长
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这是记者从今天
上午举行的省政府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悉， 本届旅博会由前两届的旅游商
品博览会更名为旅游产业博览会。 主题为
“锦绣潇湘 快乐湖南”，内容涵盖了旅游产
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以及新
业态、旅游综合服务等方面。

长沙9月将举办旅博会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先志 李小勇 谭金才）“还是政府想得周
到， 不仅给村里安装了预警广播和报警设
备，还给我们每人发放了‘山洪灾害紧急转
移明白卡’，让洪灾来时明白自己转移的路
线和安置点。”6月18日，蓝山县总市办事处
大富头村的村民告诉记者。

入汛以来， 蓝山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
视， 建立、 健全了县、 乡 （镇）、 村 （组）
3级组织机构和行政首长负责制。 每个乡

镇有1名县级领导、 1名部门领导和1名技
术人员负责防汛工作， 每座水库都落实了
防守责任人和管护员 ， 并在县政府网公
示。 各乡镇场、 办事处， 重点村组成立了
防汛领导小组， 完善防汛值班制度和险情
汇报制度。 各地均成立了一支15人以上的
防汛抢险队伍。 同时， 该县还给全县各乡
镇场、 办事处和209个山洪灾害易发区配
备了山洪灾害防御用的雨量监测和报警设
备。

蓝山配备报警设备防山洪 城陵矶携手台湾基隆港发展物流

洪江古商城推出精彩端午活动

6 月 18
日，民间苗画
师梁德颂 在
吉首市乾 州
古城 绘 制 苗
画扇面。近几
年来 他 积 极
传承、发展被
列入 国 家 级
非物 质 文化
遗产 的 苗 画
工艺，研发出
苗画纸折扇、
太阳 帽 等 特
色旅 游 文化
产品。

姚方 摄

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办学

本报6月18日讯（肖展发 谢华平 刘定根
王爱平）双峰县第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空巢
老人基金会近日在杏子铺镇正式成立。 当
天共收到捐款20余万元，从中拿出1万余元
救助了20多名贫困留守儿童，发放书包200
多个。

杏子铺镇有1.8万多名农民常年外出
务工，留守儿童有800余人，空巢老人1500
余人。 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和空巢老人照顾
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难题， 镇里成立了以党
委书记彭永义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成立了
专门的办公室，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双峰成立基金会关爱老幼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光平 蒋江平）几名摄影爱好者日前在江
华瑶族自治县大锡乡栗木村的水云山采风
时，发现了一片近200亩的穗花杉。

穗花杉属红豆杉科，号称“冰川元老”，
是世界稀有的珍贵植物。 在江华发现成片
的大面积穗花杉，实属罕见。摄影爱好者们

在这片新发现的穗花杉林中见到， 最粗壮
的一株高10多米，胸径30多厘米，叶似柳叶
修长形，但叶质比柳叶厚实，且叶面光滑发
亮。最令摄影爱好者们兴奋的是，成片的穗
花杉枝头目前正挂满了红豆， 红果绿叶相
间，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观赏性极强的美
丽风景线。

江华发现大面积连片穗花杉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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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记者在基层

库区移民安居乐业城步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