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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烁勋）今天，记者从长沙海关了解到，从7月份开
始，我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回暖，此后连续4个
月高速增长扭转了上半年持续下滑态势，1至10月
出口总额达到161.7亿元，同比增长10.5%。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7大类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降幅超过20%； 二季度出口降幅有所收
窄，但仍呈现负增长；7月至10月，出口额增幅依次
达到33.66%、69.25%、1.9倍、1.9倍，其中，9月、10月
单月出口额分别为30.3亿元、26.7亿元， 处于历史

同期最高位。
从具体产品看，前十月，我省除家具及其零件

出口同比下降外，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
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全部实现增长，
其中，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最高，累计出口69.2亿
元，同比增长15.8%；玩具出口增长最快，出口额同
比增长3.7倍。

从出口市场看，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
坡及香港地区是我省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出口市
场，其中，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1至10月，全省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至美国43.8亿元， 同比增长
26.1%。

长沙海关分析认为， 全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止跌回暖主要受政策利好影响。下半年，我省出
台《湖南省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融资无抵押式担
保+银行优惠贷款暂行办法》， 划拨5000万元财政
资金， 为全省1419家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融资提
供无抵押式担保+银行优惠贷款，缓解了中小微外
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有效提振了企业
及市场信心，助推全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何云雄 何继锋）“今年修的6条水泥
结构机耕道全部验收通过！”最近，江
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村民监督
委员会成员黄中进告诉笔者，去年以
来，该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对村里9条
水泥结构机耕道进行了验收，没有发
现问题。 这是江永县对扶贫资金、扶
贫项目“精准监督”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江永县纪委建立起县、
乡、村三级联动监督检查机制，重点
对扶贫办、财政局、发改委、民政局、

残联、农业综合开发办、民族宗教和
文体广电新局、后盾单位驻村帮扶等
涉及扶贫的财政资金进行监督。

江永县纪委在加强执纪执法、专
项巡察的基础上，支持村村设立村民
监督委员会， 发动群众监督扶贫资
金。通过严格对扶贫资金、扶贫项目
专项监督检查，该县今年发现问题73
个，批评教育14人，约谈12人，诫勉
谈话1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人，
移送司法2人，追回违规金额30多万
元，确保了全县精准扶贫有力推进。

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融资助力见效

湖南劳动密集型产品
连续4个月高速增长

脱贫攻坚奔小康

“精准监督”扶贫资金
江永县村村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

依托千万级客户平台
平安银行助优质湘品“走出去”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周云峰 李雄
辉 记者 杨军）今天，安化县仙溪镇九渡水村种粮
大户阮时珍正在给自家700多亩油菜治虫，他告诉
记者，今年县里秋冬种政策好，促使他大面积种植
油菜。

安化县今年夏天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
害，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为确保大灾之年农
业不减产、农民不减收，9月下旬，该县召开秋冬种
生产会议，确定秋冬种生产主攻油菜、突出绿肥、
稳定蔬菜， 完成种植面积61万亩， 其中油菜33万

亩、绿肥10万亩、蔬菜9万亩、其他作物9万亩，基本
消灭冬闲田土。

据安化县农业和粮食局负责人介绍， 该县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350万元，扶持秋冬种农业生
产和乡镇办点示范。 县里筹集资金统一采购种
子，由各乡镇负责免费发放到村组、农户。对油
菜连片种植达到一定规模的大户， 在涉农项目
上给予支持。 同时， 鼓励发展连片高产创建基
地，对创建集中连片300亩以上秋冬种高产示范
片的乡镇，给予3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以奖代补
资金。

免费发放种子 规模种植有奖
安化种植61万亩秋冬作物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作为银行业中最坚定的互
联网金融战略推行者， 平安银行27
日在长沙启动“与你湘遇， 鱼米之
乡” 橙e生活寻味之旅活动， 将携手
商务部门和本土企业， 把优质湘品
推向全国3500万平安银行客户。

此次活动持续至12月4日， 平
安银行旗下电商平台将携手20多家
湖南本土企业开展线上抢购活动，

并结合湖湘特色设计“湘味、 湘乐、
湘茶、 湘酒、 湘西、 湘知、 湘遇”
七大专区， 向全国平安银行客户展
现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湖南。

平安银行在全国拥有58家分
行、 1000多个网点， 资产近3万亿
元， 并于今年4月入湘开设长沙分
行。 目前，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发展
势头良好， 存款规模超过260亿元，
管理资产规模超过3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