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农发行30亿助力城镇化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山军 刘光荣）近日，农发行郴
州分行用于临武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3亿
元贷款全部发放到位，为临武城镇化建设
注入了活力。

郴州是粮食产销平衡区。农发行郴州
分行立足当地实际，在做好粮油主体业务
的同时，将支持城镇化建设作为其信贷支
农重点。今年来，针对城镇化建设实际需
要，该行谋划“一县一项目”，信贷投放向
水利、农村交通、农民集中住房等城乡统

筹发展项目倾斜。 并成立专门营销小组，
抢抓今年郴州投资200亿元、强力推进覆
盖6县2区的“大十字”城镇群和郴资桂“两
型社会”示范带建设契机，筛选出城镇化
建设项目14个， 意向投放贷款近40亿元。
现在， 已有7个城镇化贷款项目获得总行、
省分行审批。目前，已发放贷款30亿元。安
仁县永乐江县城段治理工程在其3.98亿元
贷款支持下顺利推进， 不仅增强了县城防
洪能力，还为安仁添了一道靓丽风景，改善
了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多管齐下维护稳定
普京此次出任总统之前， 俄罗斯国内

政治气氛一度紧张， 部分反对派政党和团
体频繁举行抗议游行， 强烈要求改革。 因
此， 消除国内抗议浪潮、 维护社会稳定，
成为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面临的紧迫任
务。

为此， 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改
革， 包括简化政党登记程序， 恢复地方行
政长官直选、 恢复国家杜马混合选举制、
降低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等。

俄国家杜马议员、 经济学博士马尔金·
沙库姆说， 得益于这些改革取得的进展，
那些攻击俄罗斯民主倒退的人失去了口实。

与此同时， 普京在反腐方面频出重拳，
解除了包括原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在内的
多名涉腐高官职务， 并发起一轮大规模反
腐行动。 他还积极推动相关立法， 力争从
源头上遏制腐败。

普京表示， 在俄开展的反腐斗争是一
项长期政策。 反腐工作不仅要在高层领导
中进行， 还应包括那些有机会进行钱财敲
诈的部门工作人员， 对腐败大案的调查将
进行到底， 涉案人员无论担任何职， 都将
受到惩罚。

密切关注经济动向
普京就任一年来， 国际市场油气价格

处于高位， 这为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获得
稳定的外汇收入提供了保证。 俄财政收支
状况良好， 外债处于合理水平， 卢布汇率
保持稳定。

不过， 目前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某些
令人担忧的局面。 去年下半年以来， 俄经

济增速持续放缓， 今年第一季度增速仅为
1.1%。 俄经济发展部不久前将今年俄经济
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6%下调至2.4%。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改善民生，
维护俄社会稳定的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
寻求遏制经济增速下滑的良方对俄政府来
说是一项紧迫任务。

俄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指出， 俄罗斯能
源出口驱动型经济潜力已经发挥殆尽， 为
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政府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 减轻经济对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
使经济步入创新型发展轨道。

开展大国务实合作
在对外政策方面， 普京比较务实。 他

主导俄罗斯与美国保持“斗而不破” 的关
系。 虽然俄美在反导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没
有化解， 围绕“马格尼茨基法案” 产生的
纠纷又令两国关系一度恶化， 但是在美国
波士顿发生爆炸案后， 双方承诺继续在反
恐和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 俄美关系出现
回暖迹象。

在对华关系上， 俄罗斯继续推动与中

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两
国最新签署了关于合作共赢、 深化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确定今后一
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合作领
域， 展示俄罗斯与中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为推动双方务实
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也有进展， 双方
商定将重启有关签署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
不过， 分析人士指出， 两国在领土问题上
分歧严重， 因此签署和平条约尚需时日。

（据新华社莫斯科电）

批评政府经济工作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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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7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7日批评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商业环
境方面工作不力，要求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工
作质量。

普京当天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去年5月7日
签署的总统令执行情况。他说，近一年来，俄罗
斯在人口增长、向多子女家庭提供帮助、居民
收入增长等方面取得成果， 但在养老制度改
革、医务人员补发工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开
发计划实施方面还存在问题。普京说，他去年
签署的命令中有关中小企业的条款没有得到
充分执行。他要求政府制定有关中小企业参与
国家采购的措施。

普京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切
实履行总统令规定的具体措施。他强调，在当
前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每项措施对促进经
济增长、改善投资环境和就业都具有更加重要
的意义。普京在上月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表
示，目前俄经济发展情况“令人担忧”。

普京新政这一年
5月7日是普京第三次出

任俄罗斯总统年满周年的
日子 。 一年来 ， 普京积极
推进政治 、 经济改革 ， 在
反腐败方面频出重拳 ， 并
重视与大国开展友好务实
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 普京就
任以来，俄经济形势总体向
好 ， 内政和外交取得新进
展，俄社会基本保持稳定向
前的局面。 因此，普京受到
俄民众的广泛支持。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7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7日签署法案， 禁止政府官员拥有国外银行
账户和有价证券。

除政府官员外， 该禁令适用人群还包括担
任现职的法官、议员、军人、内务部工作人员、市
级行政长官，以及参与竞选总统、州长、联邦和
地区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议员的候选人等。除
了禁止在国外银行开设账户储存现金和贵重金
属外， 法案还规定不能拥有一切形式的外国金
融产品，包括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

上述人群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也适用该法
案。从法案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上述人群中拥
有国外账户者必须关闭账户， 拥有外国发行的
有价证券者必须割让，否则将被停权、免职或者
辞退。 相关机构在总统授权下可对任何官员是
否拥有国外账户和金融资产进行调查。

该法案不禁止官员在国外拥有不动产，但是
必须进行申报并公开购买不动产的资金来源。

◎ 责任编辑 孟姣燕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周双◎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江艳松 曹杰）“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
次看到写给双马爱心帮扶协会的感谢信
了。”近日，一封张贴在湘潭市双马街道办
事处大门口的感谢信引起了过往人群的驻
足围观， 大家纷纷对双马爱心帮扶协会的
爱心义举竖起大拇指称赞。

成立于2012年4月的湘潭市双马街道
爱心协会，短短一年时间里，救助困难家庭
200余户，发放“爱心帮扶基金”救助金近
200万元。

“用真心帮扶群众、用真情温暖群众、
用政策引导群众、用实绩服务群众。”一年
来， 全街道47名机关干部共下户走访慰问
了近千次，送去慰问金11.58万元，送去米、
油等物资近万斤， 为每一户困难户都新装
了电话机。同时，为了继续壮大爱心帮扶基
金，双马街道爱心协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主动联系附近企业、 社区加入爱心帮扶活
动。截至目前，已有55家企事业单位、17个
村（场）社区、101位爱心人士向“爱心帮扶
基金”捐赠了120.35万元。

长沙给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评级

优秀联盟获奖20万元
不合格联盟被取消资格

本报5月8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世清）
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离不开高质量的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长沙市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工作会议上获悉， 去年首次实施绩效
考核以来， 该市的联盟总数虽然较去年初少了3家，
但多项创新指标仍在增长， 去年共获授权专利369
件， 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46项。 长沙市科技局表
示， 今年将把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联盟构建的主要方向， 不断完善考核指
标体系。

从2007年起， 长沙市开始在优势产业中组建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去年初达到21家。为了促进联
盟扎实有效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活动，长沙
市科技局出台了绩效考核办法， 内容包括技术创新、
技术成果及获奖、效益情况等。据统计，去年全市联盟
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共计96项，攻克了高速精密控制、
高速无线网络等技术难题，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烧结机端部密封装置、高效烟气混合装置等重
大核心装备，新组建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在2012年度联盟绩效考核
中，7家联盟被评为优秀，6家联盟被评为良好，5家联
盟被评为合格，分获2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奖励；另
有3家因未按章程运行自行解散或考核不合格被取消
资格。

双马爱心协会1年帮扶200困难户

5月8日，花垣县团结镇老鸦塘村，一位村民正在刚刚建好的城乡公交车候车亭候车。
最近，该乡在319国道沿途建起城乡公交车候车亭，方便群众乘车。

龙恩泽 龙银慧 摄影报道

推动改革 维护稳定
重拳反腐 硬汉外交

5月8日中午，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无名烈士墓前，向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敬献花圈。 新华社发

禁止官员国外开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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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小张今年如愿考上了研究生，
可他却整天不愿出门， 也不愿意和外人打
交道。家里人很是纳闷，将他带到省脑科医
院，被诊断为抑郁症。因为不愿住院治疗，
父母拿了一些药把他带回了家。

5月初，省脑科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大科
主任张宏耕教授回访时得知， 小张竟在家
中跳楼自杀了。

近年来， 大学生伤人、 自杀的事件屡
见报端。 4月16日， 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黄洋毒发身亡， 警方已初步认定嫌
疑人为与他同宿舍的室友林某投毒。 4月
17日清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又
发生血案， 该校两名同宿舍学生发生口
角， 其中一人在冲突中被刺伤， 抢救无效
身亡。

年轻的生命在最灿烂的季节突然陨
落，让人叹息。而象牙塔内“天之骄子”的心
理问题，更让人警觉。

要不是老师及时发现， 大三学生小王
的抑郁症后果也不堪设想。22岁的小王就
读于长沙某医学院，自小生性胆小，总觉得
自己比别人差，读高中的时候尤为明显，在
父母的陪同下，小王曾看过心理医生。

上大学后， 小王情绪仍很低落， 不合
群。虽然平时上课很认真，但考试经常不及
格， 上学期又挂科不少。 老师和他谈心发
现，他自我评价很低，对待学习已经非常消
极。小王不是躺在床上发呆，就是上网打游
戏。以前还打打篮球，跑跑步，现在不再参
与集体活动，一天到晚呆在寝室不出门，甚
至出现了幻听的情况。

“很多人认为心理问题找心理医生开
导就行了，对疾病认识不够。”省脑科医院
心理学博士周旭辉副主任医师介绍， 抑郁

症不像分裂症一样疯癫，它比较隐蔽，很难
发现，再加上大学生在青春期情绪不稳定，
需要家庭和学校多些关心。 该病通过物理
治疗和药物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幸亏
老师及时发现， 小王的治疗效果很好，4月
25日已出院。让人担忧的是，像小王一样能
够得到及时治疗的患者只有5%。

“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会患上各种各
样的心理问题， 若处理不当就可能恶化成
心理障碍甚至精神障碍。”周旭辉说，其实
这就像“心灵感冒”，一些情绪问题，包括抑
郁症、焦虑症、强迫症都高发于青壮年，而
大学生正处于这一年龄段。

除此之外， 大学生存在从高中生活到
大学生活的转变。以前，很多事情是父母亲
“包办”的，现在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同学，独立生活。这对他们都是一种压力。
另外，人际交往、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
困境是大学生最突出的“心病”。例如，医学

院学生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患上强迫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

示，全国大学生中，高达25.4％的人有焦虑
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和抑郁情绪等心
理障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
询专业委员会的调查表明，40％的大学新
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心理问题。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病根” 其实在中
学时期甚至童年时期就已种下。 省精神卫
生研究所所长郭田生表示， 尤其是独生子
女，父母、老人宠着，剥夺了孩子心理发育
机会，容易导致孩子心理发育有缺陷，抗挫
折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也差。专家建议，
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
多与孩子交流。当孩子遇到挫折时，要从旁
正确指引，让孩子学会吸取经验教训。建议
从小学起开设心理课程， 帮助孩子塑造健
全的性格，培养抗压能力。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卢伟

4月25日，在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
戒毒所帮助下，长沙籍戒毒人员宋某拿到
了12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今年45岁的宋某父母双亡， 长年吸
毒，和哥哥一直不和。2012年9月，宋某家
的房屋拆迁， 他担心哥哥独吞拆迁款，在
所内一直不安心戒毒。该所联系合作单位
长沙某律师事务所多次协调，帮宋某拿到
了这笔拆迁款。

该所主动将所内戒毒工作向社会延
伸，争取社会公益慈善基金、爱心企业等支
持，对困难矫治对象进行帮扶。 2012年10
月，该所联合湖南卫视芒果V基金、湖南晚
甘侯茶业有限公司等举办“爱在延伸”帮扶
活动， 对12名家庭困难戒毒人员的未成年
子女进行助学捐助。 平江籍戒毒人员王某

吸毒5年，父母有病，全家靠妻子一人上班
维持生计，11岁的女儿面临辍学，妻子多次
提出离婚，王某心急如焚。这次爱心帮扶，
让王某妻子感动不已， 终于下决心继续撑
持这个家。王某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因缺乏一技之
长，谋生能力差，很容易走上复吸道路。

该所主动对接社会， 积极与地方公
安、民政、工商部门及爱心企业等联系，打
造后续照管平台， 帮助出所学员就业。继
2009年建立冷水江就业基地之后，2012年
新开辟了沅江、 新化、 常德等就业安置基
地， 共帮助60余名回归人员实现就业。40
岁的张某吸食海洛因19年，曾被7次送戒毒
所，2011年出所后， 他在冷水江一家爱心
企业找到了工作， 与同在这家企业工作的
一名女性戒毒人员李某组建了家庭。 张某
说：“就业基地让我找回了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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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所，爱在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