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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黄卫
曹长阳 罗云峰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记者今天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政府
采购工作率先搭建中小企业融资服
务平台，并实行预算倾斜政策 ，有力
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

在全国率先搭建中小企业融资服
务平台， 解决政府采购中标中小企业

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省财政厅分别
与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5家银行签订
合作协议， 为政府采购中标中小企业
提供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为信用抵押
凭据的贷款（授信）服务。去年以来，协
议银行通过融资平台为55家中小企业
发放贷款165笔，合同金额3.05亿元。

对于我省这一创新举措，财政部

高度认可，并将湖南列为第一批开展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改革试点的8个省
市之一 。去年开始试点后 ，我省引入
专业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投标
担保、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 ，支持中
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今年 ，专业担
保机构共为政府采购中标中小企业
提供融资担保22笔， 金额3000万元；

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提
供投标担保和履约担保20次。 今年5
月，省财政厅携手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推出政府采购 “速贷通 ”产品 ，以
信用、抵押 、保证等组合方式给予政
府采购中标中小企业一定额度的授
信，用于弥补其履行政府采购合同项
下流动资金的不足。

芦淞区送医保到市场
本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赵芬）日前，株洲市芦淞区医

疗保险中心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 为了让医保政
策惠及更多民众， 加大了送医保到芦淞区市场群的工作力
度，获得该市场业主的好评。

芦淞区市场群有数万业主， 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却一直
不多。区医保中心通过走访业主发现其主要原因是，有些业主
不太清楚参加医保的好处，有的不知道如何参保，更多的是忙
于做生意，没时间办医保。于是，芦淞区医保中心便在该市场
群里设立一个办理点，一边宣讲医保知识，一边现场为业主们
开展办理参保手续和缴纳费用的“一站式”服务。

送医保进市场激发了业主们的参保热情，连日来，就近
到该办理点缴费参保的人络绎不绝。该点设立以来，已为千
余名业主办理了参保手续。

率先搭建融资服务平台 实行采购预算倾斜政策

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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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清洁生产推进工程。 推进100家

工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促进工业污
染防治由末端治理向预防为主和生产全
过程控制转变。

六是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实施工业
污染源控制项目，从源头上减少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量，启动历史遗留污染治理及底

泥土壤治理试点示范和科技攻关。
七是绿色建筑及绿色建筑技术推广。

区域化、规模化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组织
11个绿色建筑创建计划及34个建筑节能
示范工程建设。

八是农田水利建设。 投资14亿元，加
强全省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农
业综合开发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建设。
九是农村清洁工程。加强农村清洁生

产 、清洁生活 、清洁庭院建设 ，重点建设
100个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

十是森林、 湿地生态系统提质工程。
组织实施14个市州的8800万亩生态公益
林建设与保护， 高标准建设19个湿地公
园，开展城边、路边、水边等“三边”造林。

十一是省文化艺术中心建设。新建芙
蓉大剧院，建设省考古遗产保护展示基地
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十二是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监督 。对
1224个国家基本药物 、321个省增补品种
进行处方与工艺核查， 建立监管档案，对
78家基本药物生产企业严格监管。

（紧接1版②）麻阳 、会同等县尝试 “股田
制”集约土地，鼓励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
与企业建立股份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30
余个，经营耕地面积2万余亩。

怀化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方式，目前已
建成9大产业基地200多万亩，生猪养殖小
区63个，规模养殖场618个，标准化养殖小
区42个。

沅陵县官庄茶叶有限公司过去规模
小，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现已建立了万
亩茶业基地，带动近万茶农增收，在省内
外建设连锁店800多家。

该市积极引导龙头企业投身产业基
地建设，设立了基地建设奖，树立了一批
基地建设典型。目前，全市128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通过自建或联建等方式投入资
金6.1亿元 ，自建种植基地110万亩 ，自建
畜禽养殖基地养殖量1244.7万头（只），带
动农户58万余户。

园区支撑强龙头

走进怀化工业园，农业产业化项目呈
现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湖南大康牧业40
万头生猪屠宰加工厂门前车辆穿梭；湖南
海联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峰”柑橘产
品线上成品源源不断； 正清集团异地改
造、洪源农林油茶加工、湘江葛业等一批
新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

“园区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总量的
80%以上，先后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农
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

基地和湖南省最具投资价值产业园区。”
怀化工业园管委会主任贺永春喜形于色
地告诉记者。

企业向园区集中， 要素向园区集聚。
怀化市以园区建设为支撑，着力强化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近年来，该市投资8亿元
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了以农产品加工
为主导产业的怀化工业园。同时，要求各
县（市、区）集中办好一个工业集中区，并
出台政策鼓励在工业园区创建农产品加
工的“园中园”。

依托园区完善的设施、优惠的政策和
优质的服务，各园区采取节会招商、上门
招商、网上招商等多种方式，重点引进一
批成长性好、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加工
企业入园发展。 全国企业500强 “泰格林
纸”、全球第4大生产企业“娃哈哈”、中国
果汁行业第一品牌“汇源果汁”、台湾十大
国际品牌“康师傅”等知名企业先后落户
怀化工业园，并已建成投产。各县（市、区）
园区5年共引进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78
个，引进资金58.7亿元。

该市鼓励、 支持入园企业通过控股、
兼并、重组、租赁、合作等形式，实现低成
本扩张。湖南大康牧业上市后， 去年投入
1.16亿元 ， 先后收购了怀化新康牧业 ，
石门县旺达种猪场、 澧县平安种猪场等
17家生猪养殖企业 ， 公司年出栏生猪
24.31万头。 并投资10亿元建设了食品物
流园， 一举跻身全省10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最根本的目的还

是让农民增收致富。” 怀化市农业产业化
局长胡金华介绍道，随着一大批“农”字号
落户和投产，最受益的还是当地农民。“汇
源果汁”投资5亿元，创办了年加工20万吨
浓缩果汁，带动了100万果农增收；绿康公
司投资1.2亿元形成了年加工6万吨脱水
蔬菜精粉加工能力；湖南华宇竹业、怀化
恒裕竹业竹地板、 竹家具项目的投产，带
动发展竹林面积100万亩， 每根竹子的综
合价值提升到30元，较以往翻了一番。

科技创新添动力

“真没想到，不起眼的葛根能生产出
这么多附加值高的产品。”12月11日，全省
粮油“千亿产业”巡礼团来到湖南湘虹葛
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考察，被公司产品陈
列室的葛根淀粉、葛根饮料、葛根面条等
产品所吸引，不时发出赞叹声。

“这是科技创新的成果。我们与湖南
农科所、湖南农大和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进
行技术合作，公司打造的‘大葛大’、‘苗葛
长寿’等品牌葛根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
的青睐，产销两旺。”湘虹葛业负责人自豪
地向来宾介绍道。

怀化的决策者认为，产业和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在于科技创新， 有了科技创新，
农业产业化才能做大做强。于是，该市着
力增强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着力培育本
地特色名牌产品。

该市强化科企合作，积极构建以龙头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科

技创新体系，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联姻，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农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全市有35家龙头企
业与中科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等10多家科
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合作项目65
个，正清集团、补天药业、正大饲料等龙头
企业建立了研发中心。

自主创新，企业和产业犹如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该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品层
次得到提升，实现了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
工转变， 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的转变，
产业链得到拓宽与延长，农业产业结构与
产品结构实现了战略升级。

怀化市洪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与中
科院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探索油茶
精深加工产业化的新路径， 开发医用油、
高纯度皂素、活性多糖、蛋白粉等20多个
油茶系列高附加值产品。

湖南补天药业瞄准茯苓产业高端发
力， 承担了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实现了该市承担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零
的突破，其全国独家专利、临床肿瘤用药
“茯苓多糖口服液” 已进入基本医保用药
目录。

该市还深入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目前，全市农产品
加工企业获中国驰名商标1件， 湖南省著
名商标21件。

田野上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换，扑面而来的，必定是新
一轮辉煌与璀璨。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唐爱平）
我省民间投资活力迸发。今天，湖南
金果园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当天即与我省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意向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

由湖南省多家知名行业龙头企
业共同发起成立的金果园投资，主要
从事股权投资、项目投资、风险投资、
投资服务与咨询等经营项目。

成立伊始，金果园就收到来自全

省的一大批企业的投资需求。经过优
中选优，金果园投资分别与湖南邵阳
双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县政府
签订石膏矿深加工园区建设的创业
投资合作意向， 总投资20亿元以上。
此外，文化项目也获得金果园投资的
青睐，湖南星运传媒有限公司、国财
文化传播（长沙）有限公司也与其签
订合作意向，将共同打造湖南数字电
视企业频道等文化项目。

民间投资活力显现

金果园20亿元投资助力三湘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