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星语”化解“交流的无奈”
———揭秘中国首颗高通量卫星实践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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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脱贫攻坚战， 资金是
子弹。省扶贫办曾经测算，
一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保障投入平均
在800万至1000万元；帮
扶数百万贫困人口发展生
产，人均投入1万元也要数
百亿元；武陵山、罗霄山两
大片区1700万农村非贫
困人口同样也要发展，所
需资金更是数以千亿元
计。 尽管财政扶贫投入连
年大增， 但仍然不能完全
满足需求。

省农村信用联社、省
扶贫办合作， 在全国率先
探索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以金融活水“滴灌” 贫困
户，并获得“中国银行业最
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
截至3月末，全省扶贫小额
信用贷款余额达104.88亿
元， 直接帮助27.6万户贫
困户发展生产， 帮助我省成千上万贫困人家
走出贫困沼泽，走上小康之路。

解决“贷款难”———
85%以上的贫困户都能获得贷款

一个“钱”字，难倒多少英雄好汉！对我省大
多数贫困户来说，发展产业的钱，已经不是问题。

麻阳苗族自治县最先试点扶贫小额信用
贷款。兰村乡望远村金融扶贫产业示范园，如

今生气勃勃：藤架下，栽满了红心猕猴桃；大
棚里， 种满了黑木耳。 贫困户周贵良一边剪
枝，一边告诉记者，他从麻阳农商银行兰村支
行贷款4万元，入股海田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
分红3200元，加上劳务收入，一年收入2万多
元。在望远村，一共有53户贫困户贷款153万
元，投入到金融扶贫产业示范园。

与其他商业贷款不同， 扶贫小额信用贷
款免抵押、免担保，贫困户只需有效授信就可
申请贷款。

省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李勤告诉记者，针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套
评级授信系统， 由原来以家庭资产为主要内
容的8项指标改为只考虑贫困户的诚信度、劳
动力、家庭收入3项指标，突出考察贫困户诚
信度， 根据确定的指标进行量化打分， 确定

“优秀”“较好”“一般”“等外”4个等级，“等外”
以上的贫困户都能获得1万至5万元扶贫小额
贷款额度，使85%以上的贫困户都能获得贷款
发展生产。 荩荩（下转3版）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薇 白培生
李秉钧）今天，从“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终评会传来喜讯，桂阳桐木岭矿冶遗
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此次终评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文物报
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来自全国20多个省
市区的专家学者与会。经过项目汇报和答疑

解惑， 再由终评委员会严格评审和投票，最
终产生了“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专家在点评时说， 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
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
下的矿冶考古新突破。 通过对遗址的全面调
查，确定当地采用“以矿就煤”的生产模式来
降低冶炼成本； 通过对遗址中心部位冶炼平

台的整体揭露， 完整复原出冶炼场址的功能
结构布局。 这对于认识古代手工业场址的功
能分区、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工人的生活及
生产力状况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介绍， 桐木岭遗址出土了国内迄今发
现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槽形炉及相关遗
迹遗物，可全面复原当时炼锌工艺流程；发现
的硫化锌矿焙烧炉及焙烧工艺， 系中国古代
炼锌史上的一大技术进步；遗址中还存在铅、
银、铜等其他金属冶炼活动，多金属一体冶炼
是中国矿冶考古的首次发现， 说明对矿石的
综合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 凸显了中国古代
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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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孙敏坚 李文峰）
4月8日，星期六，是醴陵一周一次的“湘雅名
医坐诊日”。一大早，醴陵市中医院候诊大厅
里就坐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 大家都说：“在
屋门口就能看上湘雅医院的专家号， 省时省
钱，真方便！”醴陵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人才观，吸引各
路“英雄”纷至沓来。

醴陵虽位列全国县级市“百强”，但在高
层次人才引进方面缺乏吸引力，“引不进”“留
不住”，成了醴陵人才工作的最大“心病”。近
年来，醴陵转变思路，探索“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的“柔性引才”路子，并在医卫领域率先

“试水”。
醴陵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渊源颇深，曾

在湘雅医学院求学的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
家、“衣原体之父”汤飞凡就是醴陵人，目前湘
雅在岗的醴陵籍专家、教授就达70多位。去年
6月，“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活动启动。醴陵
籍的湘雅专家利用节假日、周末，回醴陵市3
家医院坐诊、手术、培训和开展学术讲座，服
务醴陵群众。截至目前，共吸引专家来醴146
人次，坐诊、查房8900人次，培训基层医务人
员5000人次。

尝到“柔性引才”甜头的醴陵市，进一步
拓宽人才引进思路，出台《产业突围“四个十

条”》办法，从政策、资金、后勤保障、情感关怀
等方面， 支持和鼓励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来醴
创新创业。升华科技是一家生产电动汽车锂电
池正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引进中南大
学专家技术团队， 去年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上
缴税收6000万元，并在创业板成功上市。

此外，为助推产业发展，今年2月，醴陵市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100名全日制研究生以上
高层次紧缺专技人才，并安排1000万元创新
创业资金作为安家费，安排高端人才公寓和
100套高品质公租房作为周转房， 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全日制研究生374人报名，其中博士
2人。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4月10日， 郴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迸
发出新的活力。目前，金旺铋业含铅铋铜银等
多金属冶炼废渣资源综合利用、 永兴阳光有
色金银精深加工、 湘众药业二期扩改等一批
非公企业重大技改项目已竣工投产， 成为拉
动全市工业增长新的支撑力量。

近年来， 郴州市不断激发非公经济发展
动力，非公经济规模稳步扩大。非公经济完成
增加值虽占该市GDP比重六七成， 但仍存在
规模不大、 创新能力不强、 粗放式经营等问
题。为此，该市提出，“十三五”期间推动非公

经济“转型、降耗、增实效”，加速寻求发展新
突破。对传统有色金属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引
导非公企业对铋、铅、锌、白银等有色金属资
源进行精深加工， 把郴州打造成为全国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区、 有色金
属产业循环经济示范区、 有色金属交易集散
基地。通过加快创新，金贵银业、宇腾有色等7
家企业去年入选全省“民营企业百强”，金贵
银业、高斯贝尔成功上市。

郴州市还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非公企业
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 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
源、 节能环保、 矿物宝石等7大新兴产业。目

前，郴州非公有制经济从一般加工制造、房地
产等传统领域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扩展，发展领域遍布
几十个行业。 尤其是郴州正规划建设一批大
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项目，非公企业积极参
与，促进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的研发和示范应用， 为郴州经济带来新的
增长点。

据了解，去年，郴州市非公经济完成增加
值1550.3亿元， 在全市GDP中所占比重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10.8个百分点、居第一位。今年
一季度， 该市非公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市总额70%，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打下基础。

小额信贷，“滴灌”贫困人家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
自4月12日24时起， 汽油每吨将上调200
元，柴油每吨将上调190元，创下今年以来
最大涨幅。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各类成品油零售
价分别为：92#汽油6.40元/升，上调0.16元/升；

95#汽油6.80元/升，上调0.17元/升；0#普通
柴油6.10元/升，上调0.17元/升。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共经历了7次调
价， 其中3次上调、3次下调、1次因幅度不
足50元/吨而搁浅。 这次成品油零售价格
的上调是年内第3次上调， 也是今年以来
最大幅度上调。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周杜 殷平）4月11日16时30分，国
家重点工程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施工现
场传出捷报：首节钢桁梁吊装成功，这标志
着该大桥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由湖南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是国家高速主
干线杭瑞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大桥主跨为
1480米，钢桁梁设计长为1933米，在同级
桥梁中排名国内第一、世界第二。今年是大

岳高速洞庭湖大桥的收官之年， 同时也是
大桥建设周期最繁琐的一年。

首节钢桁梁长17.6米、宽35.4米、高9
米，重量约为456吨，是全桥最重的梁段，
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梁段。 湖南路桥人为
了成功实现本段梁吊装， 从大桥主缆架设
到索夹安装、吊索安装，严格落实“三级质
检”质量标准来控制安装精度，同时吸取矮
寨大桥的施工经验并创新，以确保这座“世
界级”桥梁的工程质量。

郴州非公经济“绿色崛起”
占全市GDP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8个百分点，居首位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醴陵柔性引才广揽“英雄”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入选

� � � � 4月12日，焕然一新的花垣县花垣镇老鸦塘村。近年来，该村通过发展蔬菜、柑橘、酱菜加工等产业脱贫致富，
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八成农户建起了新楼房。 龙恩泽 摄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
首节钢桁梁吊装成功

� � � � 4月11日，岳阳市东洞庭湖七里山水域，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首节钢桁梁吊装成功。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成品油迎今年以来最大涨幅
92#汽油每升上调0.16元；95#汽油、0#普通柴油，每升均上调0.17元

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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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赴新晃侗族自治
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并召开脱贫攻坚重
点县专项督办会，围绕落实国务院领导就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有关工作的指示
要求，研究部署桑植、麻阳、新晃、通道、
古丈、永顺、城步、龙山、涟源、保靖10个县
市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和突出问题整改。
许达哲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
贯彻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和关
于问题整改的指示要求， 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
细致，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老百姓的真
心点赞。

副省长戴道晋，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
加调研并出席会议。

调研中， 许达哲一行走访了晃州镇洞
坡村、新民村等地，查看了魔芋产业基地、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并随机抽查新民村村
部，翻台账、问细节，仔细向县委驻村扶贫
工作队了解了贫困户识别和退出、 扶贫政
策措施落实等情况。 许达哲还临时深入贫
困户黄昌华和退出贫困户王火秀家中，详
细询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对扶贫
工作的满意程度。督办会上，副省长戴道晋
向10个县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交办相关
工作。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个小灶’，就是按
照中央‘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
坚中之坚的地方，采取超常措施加以扶持’
的要求， 重点进行交办督办， 全面压实责
任。”许达哲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
认识到脱贫攻坚是事关巩固党执政基础
的一项极为严肃、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全
省各级必须认真学习、 深入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脱贫攻坚
的部署和关于问题整改的要求， 走好精准
扶贫、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路子，切实提
高脱贫攻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确保向党
和国家、 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更满意
的答卷。

许达哲强调，要全面对标、全面查摆、
全面整改。 对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考核结果，从思想根源、制度机制、责任落
实等方面查准、查细、查深、查实。各地要主
动发现问题， 要对本县的脱贫攻坚来一次
X光式的体检。要找准着力点，开准药方，
不能只贴创可贴，找准一个法子就要盯住，
确保消炎化淤去病根。 要因户施策， 有台
账、要考核，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
惠，确保提高退出的准确率、识别的准确率
和群众的满意度。要坚持稳中求进，进度服
从质量。抓脱贫不是作秀，更不是为了凸显
政绩，必须在脱贫质量、效果和可持续性上
下功夫，进一步明确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切忌层层加码
赶进度，以实际成效赢得老百姓真心点赞。
要较真从严，坚持实事求是，把各级各部门
的责任落实下去，严禁一切弄虚作假、严惩
一切违法乱纪。要坚定信心，既要充分认识
脱贫攻坚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又要
总结经验坚定信心， 以忠诚担当的精神和
持久的韧劲，以“绣花的功夫”认认真真、严
严实实地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要严肃纪
律，扶贫的钱莫伸手，伸手必被查。对工程
招投标、扶贫资金使用、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等问题进行重点督查。 要加强统筹协调
和部门联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凝
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许达哲在新晃调研
并召开脱贫攻坚重点县专项督办会

以“绣花功夫”
更扎实更细致地推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