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袁彦文 余威龙）“目前， 我市10
家上市企业实现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236亿元， 缓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融资
难。”6月16日，岳阳市金融办副主任张炯
介绍，岳阳多元融资驶上了快车道。

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成本
大的问题？ 岳阳市提出以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促进融资增长为目标，因势利导、
综合施策，打造多元融资渠道。近年来，

该市积极推动企业直接融资， 先后为吉
祥石化、湖南金叶众望、6906等上市后备
企业引进19家创投机构， 实现股权融资
51.7亿元。同时，按照“培育规范一批、改
制辅导一批、申报上市一批”的梯级发展
目标，有序推进企业上市进程。去年来，
百利工程科技、道道全先后在上交所、深
交所上市。 目前， 全市上市企业达到10
家，总数居全省第二。同时，该市推荐黄
龙水产、金泰粮油等6家涉农小微企业到

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 进行场外市场融
资， 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辟了新途
径。该市还有7家小微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45家小微企业在股权区域市场挂牌。

为培育市场主体融资， 岳阳市还积极
抓好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工作。 近5年，先
后引进了兴业、中信、光大、浦发、长沙等5
家银行, 并引导民间资金积极稳妥参与金
融市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8家，累计放贷
65.5亿元， 支持了560多家小微企业、“三

农”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发展农村金融机构， 可为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岳阳市合理增设
农村金融网点，加大涉农企业信贷投入。先
后有汨罗国开村镇银行、 平江汇丰村镇银
行、华容星龙村镇银行等开业。同时，加大
信用社改革力度，组建了华容、平江、湘阴、
临湘农商行；整合城区信用社，组建了岳阳
农商行。这些地方金融龙头企业，为小微企
业缓解融资难发挥了很大作用。

周俊 肖星群 肖志军

6月15日， 涟源市七星街镇新民村
留守儿童之家的“家长”王国华来到城
里， 准备再购买些课桌椅和书籍回去。
“家庭成员” 由最初的十多人发展到现
在的百余人，给了他不少压力，更让他
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用的是已摔碎屏幕的手机，穿的是
三四十元一件的廉价衣服，王国华对自
己很“抠”，却为全村100余名留守儿童，
创办了一个“家”，他用自己多年来的积
蓄免费办公益学堂，一点都不觉得“心
疼”。

王国华与妻子贺荫荫曾在上海打
拼，夫妻俩每月共有2万多元的收入，生
活很是惬意。但每次回到家乡，王国华
总能看到一些少年儿童，因缺少父母管
教而染上不良习惯。 他十分担忧地说：
“新民村的孩子90%以上是留守儿童，
爷爷奶奶管不住， 又缺少父母关爱，容
易产生自卑心理或沾染不良习气。”

去年9月， 王国华开始筹建留守儿
童之家，在周末和节假日为孩子们免费
提供一个学习活动场所，让他们不仅能
感受家的温暖，还能成长成才。王国华
把想法和家人、村委会沟通后，得到了
驻村第一书记刘庆和村支书王玉凡的
支持。村支两委商议后，决定提供村里
空着的小学校园作为场地。妻子贺荫荫
也成了丈夫忠实的拥护者。

今年3月25日，新民村留守儿童之
家正式成立，王国华购买了60多套课
桌椅和一些国学、 美术书籍， 开设了
国学、武术、舞蹈、书法美术4门课程。
他还自费聘请专业教师授课 ，“国学
老师来自娄底城区， 舞蹈老师是从专
业培训机构请过来的， 武术老师来自
桥头河。” 王国华开心地向记者介绍，
“4门课程除了国学‘必修’外，其余3
门功课孩子们都可以自由‘选修’。”
王国华认为， 虽然武术和舞蹈是大多
数孩子的最爱， 但国学更有益于培养
孩子们的健康人格。

留守儿童之家，收纳了本村和邻村
共100余名少年儿童，每逢周日，孩子们
都会早早赶到。李勇涛的父母常年在外
面打工，一直由外婆抚养，叛逆、不听
话、不爱学习等“毛病”不少。来到“大家
庭”后，王国华和老师们经常找他聊天
谈心，陪他下棋、打球，慢慢地，李勇涛
像变了个人似的。“外孙变化很大，有礼
貌、有孝心，上课也守纪律了。”李勇涛
的外婆高兴地说。

为了更好地照顾好孩子们，王国华
动员已在娄底任教的妻子、就近工作的
大学同学王谦卑、本村退休教师李秋生
加入到队伍中来，利用周末时间为孩子
们辅导功课、组织活动、培训特长。

看到孩子们在学习、活动过程中提
升了各方面的素质，很多都改正了原来
的不良习惯， 王国华感到非常欣慰。同
时，他又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希望
在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把新民村
留守儿童之家“复制”到更多的村，帮助
更多的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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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公职人员
实行“阳光考勤”
上班工作作风已连续3个月零投诉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颜石敦 骆国平 杨庆）“以前上班
采用纸质签到，难免有人代签，现在实行电子签到，没人能
作假。”6月16日，桂阳县作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电子签到、
岗位牌、去向牌、工作去向登记等“阳光考勤”制度的实行，
管好了公职人员工作八小时。

近年来，桂阳县深入开展作风建设专题活动，全县干部
作风明显好转。但是少数公职人员还存在上班不知去向，甚
至上班时间上网炒股、下棋、玩游戏等，影响了群众办事。为
整治公职人员上班陋习，今年以来，该县结合“亮身份，树形
象，作表率”深化“两学一做”系列活动要求，决定从规范签
到、设置岗位牌、完善去向牌和工作去向登记入手，对公职
人员实行“阳光考勤”，做到在岗在位，去向明了。

目前，桂阳146个县直机关单位和22个乡镇（街道）全部
实行电子签到，通过调阅当天的电子签到情况，公职人员签
到时间、旷签、迟签一目了然，方便监督和管理。同时，为堵
住签到后溜岗现象，全县各单位还建立了公职人员岗位牌、
去向牌、工作去向登记等制度。工作人员去向牌悬挂在各单
位办公室门口显要位置，上面注明工作人员的姓名、当天去
向及联系方式，群众可以随时监督和电话预约办事时间。

据介绍，“阳光考勤”制度的推行，严肃了工作纪律，提
高了办事效率，该县公职人员上班工作作风已连续3个月零
投诉。

衡阳县成功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
军）昨天，衡阳县及金兰镇、曲兰镇被中华诗词学会分别授
予“中华诗词之乡”荣誉称号。

衡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年），距今2200多年；人文璀璨，孕育夏明翰、王船山、彭
玉麟、唐浩明、琼瑶、刘兆玄等一批文化历史名人。该县民俗
风情浓郁，渣江春社、界牌火灯节、油菜花节等民俗活动规
模盛大、影响深远，竹木雕、陶瓷等手工艺品美不胜收，形成
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为该县的“诗词之乡”创建提供了丰
富的养料。

据衡阳县委书记曾秀介绍，该县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加大经费投入，把“诗词之乡”建设工作纳入全县文化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力争每年2至3个乡镇成
功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省诗词之乡”，每年2至3个县直机
关单位和学校成功创建全国、省级“诗教先进单位”。并加强
诗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诗词进机关、企业、学校、景点、农
村和农户“六进”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诗教工作和
诗词创作，力求多出精品力作，让诗情、诗意、诗韵融入小康
蒸阳建设的每一处角落。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向民贵 符永明）“饲养能繁母
猪， 不愁猪崽销路又赚钱。 现在我搞养
殖， 也更有信心了， 因为若遭受自然灾
害，可以获得保险赔偿。”6月17日，泸溪
县天桥山旅游合作社杨燕云对记者说，
去年给能繁母猪和育肥猪投保近6000
元，年底获赔保险2万元。

杨燕云是泸溪县数百个购买农业保
险的农民之一。在泸溪，农业保险犹如给
农民兄弟吃一粒“定心丸”，既提高了农
业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 又缓解了过去

农业救灾手段单一的问题。
为了增强农民增收的稳定性， 缓解

农民靠天吃饭、一灾返贫的现象，泸溪县
财政去年初斥资640多万元兜底为农业
撑起“保护伞”，倾力为群众脱贫致富保
驾护航。据了解，财政每补贴1元钱，可以
化解30元的农民农业风险， 此举大大提
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 该县在11个乡镇
设立保险站，配备保险专干，充分发挥村
级协保员作用，配合代收保费、查勘定损
和理赔， 确保农业保险资金使用专户管
理、 专款专用， 做到赔款到卡率100%。

2016年农业灾害损失平均补偿率近
70%。

浦市镇昌胜合作社， 去年玉米地遭
遇水灾，获赔1.4万元。今年，该合作社种
植玉米、葡萄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20%。
该县采取“政府+农户+险企”的模式，为
农业产业发展撑起了“保护伞”。2016年，
该县保费总收入928.05万元，包括财
政投入保费补贴645.61万元，投保范
围扩大到147个行政村， 其中，94个
贫困村全覆盖，4.8万多贫困人囗全
覆盖。

据泸溪县财政部门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 该县现有农业保险品种15个险
种，其中，中央险种7个，包括种植、养殖、
森林保险等；省级险种6个，主要为烤烟、
能繁母牛、柑橘、葡萄、油茶、肉牛保险；
县级险种2个，主要为农房、自然灾害和
见义勇为责任险。

岳阳多元融资驶上快车道
全市上市企业达到10家，总数居全省第二

泸溪撑起农业发展“保护伞”
财政投保补贴640多万元，94个贫困村全覆盖

老百姓的故事

缓解民企融资难
麻阳发放
首笔商标权质押贷款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廖能
李光）6月16日， 设在麻阳苗族自治县的湖南利农五倍子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加紧用五倍子加工生产没食子酸、单宁
酸等。“多亏麻阳农商银行接受公司用‘利农及图’商标所有
权进行质押贷款，让我们能持续生产。”公司副总经理银云
峰说，要是没这笔贷款，公司会因停产亏损500万元以上。

湖南利农五倍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
五倍子基地开发、五倍子精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
资金缺乏，限制了企业扩大生产。为支持企业发展，麻阳农
商银行仅用10个工作日，就批准了公司利用商标所有权进
行质押贷款的申请， 于5月18日给公司发放贷款1200万
元。这笔贷款也是麻阳金融系统发放的第一笔商标权质押
贷款。公司得到贷款后，产、供、销各环节全面激活，生产规
模迅速扩大。

据了解， 近年来， 麻阳农商银行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创新放贷机制，除了企业的仓库、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
资产可抵押贷款外，现在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也可抵
押贷款，并在手续上实行简化。去年来，已累计为民营企业
发放贷款5亿元。

为留守儿童建个“家”

杜绝“带病提名”
冷水江取消90名

“问题”村官参选资格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周俊 谢立松

戴乐得）6月16日，冷水江市村（居）换届选
举督察组来到中连乡中连居委会， 督察指
导换届选举工作， 防止出现“带病提名”、

“带病当选”等问题，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截至目前，冷水江已完成对1200余名

村居“两委”成员初步候选人的资格审查，
对存在违规列支村级集体资金请客送礼、
公款旅游，“雁过拔毛”等情况的16名村干
部给予立案审查，取消了90名“问题”村官
的参选资格。

自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
来，冷水江严把村（居）“两委”成员候选人、
竞选人资格审查关， 明确职责分工， 细化

“十类责任主体”责任；建立市直部门和乡
镇街道联审机制，明确村（居）党组织书记
候选人必须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建
立违纪快速核查机制， 对违反换届纪律的
行为精准发力、快速核查处理。同时，积极
推进村级财务清查审计工作， 市纪委对群
众举报线索和清查审计中发现的线索实行
统一归口管理。

母亲突发疾病受救助
军人千里返家谢恩人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如果没有你们及时救助， 也许见不
到我妈妈了。”6月16日下午， 张家界市武
陵山大道景区段武陵源指挥部办公室，90
后军人赵大眼眶湿润，向为他突发急病母
亲提供救助的恩人们，表达自己的谢意。

6月12日下午3时，武陵山大道景区段
在召开沿线房屋拆迁工作推进会时，工作
人员反复拨打被拆迁对象“兵妈妈”赵德
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到其房屋
前，见房门紧闭，无人应答，向其亲戚邻居
多方打听也不知去向。指挥部与当地政府
工作人员一道， 在派出所干警的支援下，
傍晚时分， 强行从赵家二楼翻窗进房寻
找，发现赵德银昏迷在厕所，不省人事，情
况危急。

“赶快救人！”拆迁指挥部立马变成了
救援指挥部， 负责人迅速与市区医院、卫
计部门联系， 第一时间将病人送至抢救
室，并进行悉心照料守护。当晚深夜，通过
医院急救，突发脑梗塞的赵德银终于脱离
生命危险。

“听到母亲突发疾病十分担心，得知
母亲转危为安又非常高兴。” 已经在部队
服役5年的赵大说，此次不远千里回家，为
了探望母亲， 也为感谢出手相救的恩人。
据了解，赵大幼年丧父，同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 在此次家乡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
正是他通过多次电话做通母亲思想工作，
带头签订房屋拆迁协议。

“有家乡党委政府和父老乡亲的关
心，母亲不会孤独。”离开指挥部时，赵大
再次致谢，“自己会安心服役，为保家卫国
尽职尽责，也期盼家乡的明天更加美好。”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6月16日，“沅江芦笋”省
级地方标准发布会在沅江市举行。会上
发布了“沅江鲜芦苇笋采收与运输技术
规范”“沅江芦苇笋罐头加工技术规范”
两个省级地方标准。当天，沅江芦笋大

市场也挂牌成立。
2014年以来，沅江市推动芦苇从造

纸原料向食品产业转型发展，已发展芦
笋生产企业22家， 年创综合产值22亿
元，开发出了芦笋食材、芦笋粉汁、芦笋
含片、芦笋面条、芦笋糕点等9大系列产

品，正在开发营养保健和美容护肤等高
附加值产品。目前，“沅江芦笋”已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

沅江芦笋大市场项目总投资约
1000万元，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已入驻
芦笋生产企业17家。

“沅江芦笋”有了省级标准

“美丽乡村”新画卷
6月17日，航拍整洁亮丽的益阳市资阳区紫薇村。近年来，该村以“两型示范村·生态新家园”为发展主题，打造出“村新、景

美、业盛、人和”的生态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18日

第 201716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11 1040 739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34 173 299982

3 8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18日 第201707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095570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143511
5 22519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26
64694

1224137
12695165

53
2295
43342
475996

3000
200
10
5

1206 22 25 2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