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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白
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爱龙 颜志红）
7月29日， 永兴县七甲乡南湾村村
民介绍，他们村的红米通过“三站融
合共建”扶贫模式，销路畅通，每公
斤卖到了30元，高档红米则卖到每
公斤60元。

近两年， 永兴县被列入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县，由
中国人民银行永兴支行牵头， 指导
辖内涉农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实

施农村金融扶贫服务站、 助农取款
服务站和农村电商服务站“三站融
合共建”工作，发挥出“1+1+1>3”的
效应。 该县出台金融支持电商发展
的指导意见， 要求涉农金融机构积
极创建农村金融扶贫服务站、 助农
取款服务站和农村电商服务站“三
站融合共建”示范点，实现农村居民
“销售不出村、购物不出村、缴费不
出村、金融不出村、创业不出村”。目
前，该县已在33个贫困村全面试点。

中国人民银行永兴支行还为永
兴农商银行发放了1亿元支农再贷
款,要求农商银行运用此笔资金，以
基准利率发放支农贷款， 支持电商
进农村项目建设，解决“三站融合共
建”的营运资金需求。 同时，还指导
辖内金融机构针对电商企业的特
性，创新“掌柜贷”“融e购”“网贷通”
等信贷产品，助力电商企业发展。今
年上半年， 永兴县各涉农金融机构
支持电商领域贷款余额1.62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0.26%。
“三站融合共建”扶贫模式使农

村信息畅通了，农产品好卖了，激发
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实现
了办公场地和设施共享共用， 让贫
困村特色农产品产、供、销一条龙的
金融精准扶贫机制有了保障。 据了
解，今年上半年，该县通过“三站融
合共建”扶贫模式，带动了贫困村的
农产品销售， 电商交易额达300多
万元，受益贫困人口4200多人。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李扬）记者近日从长沙市岳麓
区城管执法局获悉，金星大道“六位一
体” 改造主体工程目前已完工，8月将
全面完成提质改造， 成为岳麓区绿量
最大的一条主干道。

金星大道总长约5.3公里。 过去，
道路两旁绿量大，但植被相对杂乱，且
存在局部人行道和慢行系统设计不合
理、基础设施有破损等问题。去年11月
以来，岳麓区投入1.25亿元，对金星大
道进行“六位一体”综合提质改造，即
道路路面白改黑、 立面整治、 亮化建

设、管线整治、人行道及绿化提质。
此次提质改造， 道路绿化是最大

亮点。 岳麓区城管执法局工程科科长
彭雨蓉介绍， 金星大道路侧绿化带宽
20米，绿化面积达8万平方米。此外，采
用彩色沥青铺设的慢行绿道贯穿其
间，为市民骑行提供了便利。

目前， 金星大道沿线违规设置以
及因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已
彻底清除， 沿线所有公交站点也改为
凹入港湾式停车站。

据了解， 今年潇湘大道沿线也将
启动“六位一体”提质改造。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高文虎 陈新） 7月27
日， 中国人民银行岳阳市中心支行
行长曹平辉赴岳阳县开展“两权”
抵押贷款试点调研， 提出了实现
“两权” 抵押贷款的增量扩面等要
求。 岳阳县自 2015年成为全国
“两权” 抵押贷款试点县以来， 至
今年6月末， 4家涉农金融机构累
计发放“两权” 抵押贷款140笔共
9630万元。

今年初， 中国人民银行岳阳市
中心支行把推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 抵押

贷款试点增量扩面纳入重点工作内
容， 力促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下沉
业务权限、 开放数据端口， 县级农
行、 信用联社、 邮储银行和华融湘
江银行4家成为试点承办银行。 岳
阳县“两权” 贷款试点领导小组印
制了农村土地 《流转经营权证》
《经营权抵押登记他项权证》， 对办
理承贷的农户， 由县土地流转服务
中心出具 《经营权抵押登记他项权
证》； 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农村
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交易信
息， 出台指导性交易价格； 委托土
流网收集和发布各类产权交易信

息。
该县人民银行协调落实相关配

套政策， 参与完善 《风险补偿基金
管理办法》， 建立“两权” 抵押贷
款专项统计制度， 指导承办银行出
台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 推动金融
机构改进审批流程， 从贷款受理到
放款， 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并明
确贷款利率不得高于同期
同类涉农贷款利率， 让
“两权” 贷款试点便民、
惠民。

该县按照1:10的比例
追加风险补偿基金， 由原

3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 同步明
确了1个亿的贷款发放任务，配套出
台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至6
月末， 省农信担保公司委托县中小
企业担保公司为“两权”贷款提供了
5笔反担保，金额1880万元，有效缓
释了“两权”抵押贷款风险。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李作旺 记者 余蓉）蓝天公
司捐助5万元、椪柑公司捐助4万
元……7月27日下午， 泸溪县召开
全县强化社会合力精准脱贫工作会
议， 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280余
人， 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慢性
病患者捐助，金额达268.2万元。

去年以来， 泸溪县着力解决看
病难、 看病贵问题， 实现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新农合参合率、 大病救助
率均达100%， 贫困对象住院费用
报销达到90%以上， 并实行了“一
站式” 结算服务， 发放医疗救助资
金3422万元， 极大地方便了贫困
群众患者， 有效提高了贫困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此次， 为加大对贫困对象慢性

病救助， 泸溪成立了建档立卡贫困
对象慢性病救助领导小组， 出台了
工作方案，县财政拿出200万元，加
上社会捐助， 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慢性病患者免费治疗直至康
复，将健康扶贫落到实处。

通讯员 王玖华 袁罡

7月29日，涟源市伏口镇双岩村的
村部广场上，渐渐涌来几十名女性。她
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广场舞， 十分
欢乐。

“以前可不这样，打牌成风，高峰
期有7家麻将馆。 自从来了扶贫队，风
气大为转变。”双岩村党支部书记张仿
主高兴地说。

涟源与安化交界的猫公岩海拔
800多米，双岩村位于此。 这里田少人
多，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
的200多名妇女， 很多人的业余爱好
就是打牌。 2015年， 娄底市文体广新
局的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双岩村，针
对村里的特点， 组织成立了双岩村农
民女子艺术团。 一开始， 参加的人不
多，包括13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总共
只有30人。

“我过去是麻将精，曾经3天3夜呆
在麻将馆。 扶贫队队长赵金厚硬把我
从牌桌上拉到了艺术团。”5组贫困户、
43岁的龚建军说，如今自己不仅军鼓、

龙灯样样拿得起，2年来还挣了8000
多元，婆婆和丈夫都很支持。

贵州媳妇杨奇丽的丈夫常年在外
务工。 家里负担重，又加上语言不通，
她一直没有融入当地生活。 市文体广
新局局长魏志军说破了嘴皮子， 她才
勉强同意加入艺术团龙灯队。现在，杨
奇丽不仅龙灯舞得生龙活虎， 还变得
热情开朗。

2016年10月，艺术团受邀参加伏
口镇超市的开业庆典演出， 迈出了由
“自娱自乐”到“经营创收”的第一步。
此后，艺术团名气越来越大，演出活动
接不停。

村里更多女性主动加入艺术团。
目前，艺术团已有60多人，年龄最大的
82岁，最小的24岁，平均年龄46岁。

为了让艺术团的表演更专业，今
年3月，娄底市文体广新局为艺术团配
置了价值5万元的设备和道具。4月，又
请来市地域文化研究传承中心和艺术
馆等单位的专业人士进村辅导。 一个
多星期时间， 每天都引来上百人学习
围观。

李曼斯

一身长鬃， 油光发亮。 上蹿下
跳， 身手矫捷。 在宁乡县横市镇望
北峰村，一种行为“怪异”的黑猪在
当地引起笑谈。 村民们口中说的会
玩、会吃、好吃的黑猪，正是当地农
民张剑兵养殖的藏香猪。

2011年，从外打工回到家乡的
张剑兵开始创业，经人推荐，从西
藏买来60头藏香猪。“听说藏香猪
放在山上就能养活， 不用喂饲料，
营养价值又高，应该符合现代人的
需求。 ” 这种健康美味的绿色食品
让张剑兵察觉到了商机。 他拿出所
有积蓄，并借了几十万元，向同村人
租下500亩荒山， 修整之后便和妻
子一起开启了养猪生涯。

两人盘下了10亩菜地专种空
心菜和红薯叶作为喂养食物。 但渐
渐的，猪崽越生越多，光靠蔬菜已经

无法满足需求。一筹莫展之际，当地
一名在农业大学就读的学生听说
后， 给他们送来了几包食用水藻种
子。 张剑兵把种子撒在了山间的小
池塘里，几个晚上就长满了水藻。

藏香猪见了水澡， 一头就扎进
了池塘里， 吃得砸吧作响， 很是欢
快。 张剑兵夫妇这才放下心。

吃食解决了， 猪的身体又出了
问题。“刚开始见猪生病，吓坏了。 ”
今年44岁的张剑兵说， 随着养殖规
模的增大， 藏香猪们出现了一些乡
村兽医都看不懂的病症。 一次，一头
成年猪突然痉挛倒地，大口吐血。 请
来当地兽医，他们也束手无策。

张剑兵挨个打电话找畜牧专家，
又去网上搜索治疗方法，自己配了一
套中药方子， 熬药汁掰开猪嘴灌了4
天，没想到误打误撞给治好了。

“这次之后， 我们两个到处自
学，猪病了就配方子，母猪接生也自

己来。 与藏香猪相处的2000多个日
夜,使我们成了半个‘专家’。 ”张剑
兵摸索出了一套养殖办法。现在，养
殖场已经有了2000多头成年猪。

藏香猪一年只繁殖两次， 产仔
量也不大，加之饲养成本很高，所以
比一般的猪肉贵了许多。价格不低，
仍有人慕名前来购买。“有一种特殊
的猪肉鲜味，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

“吃过的人都说好，但还不太好
卖。 ”张剑兵说出了自己的困扰,“由
于没有门店，销售不是很畅通，下一
步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

该出栏的猪囤积在了养殖场，
此次宁乡的特大洪灾令张剑兵的养
猪事业惨遭重创。“该处理的处理，
该修整的修整，猪还是得继续养。 ”
张剑兵叹了口气，“好在有政府的救
助，相信难关总会过去的,我一定要
通过我的示范, 带领村里的贫困户
也加入进来,共同脱贫致富。 ”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8月1日下午， 洞口县高沙镇五峰
村老支书肖化松发动村里的罗汉果种
植户， 用三轮车从700米外的山塘运
水抗旱保苗。

从7月11日开始，洞口县连续20天
没有降雨，而此时正是罗汉果开花、人
工授粉的时候， 连续干旱导致树枝干
枯、树叶发黄、公花无粉，严重影响挂
果。“现在是结果高峰期，不抗旱一年
辛苦就白费了。 ” 为了全力抢救罗汉
果， 他把在外务工的儿子也叫回来帮
忙。

罗汉果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受
益，每亩收益可达5000元以上，是脱
贫致富的“黄金果”。今年初，洞口县高
山镇把罗汉果种植作为重点扶贫项目

来抓，成立鑫和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
土地2000余亩，采取“公司+农户+合
作社”的方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
一培管、统一收购，连片种植。

为了抗旱保果， 高沙镇农技站负
责人胡世树带队进行技术指导， 率领
农户每天上午7时到12时进行人工授
粉，指导种植户开沟浅灌。鑫和种养专
业合作社也紧急购置了20余台抽水机
等抗旱设备， 合作社理事长刘小河表
示：“今年准备不足， 明年计划给基地
铺上喷灌设备， 再也不用忙着抗旱
了。 ”

目前，洞口县共投入抗旱劳力1.6
万多人次， 出动各类抗旱机械设备
1200多台次，开动抗旱机泵近百台次，
利用各类水利工程调水5000万立方
米， 有效保证了群众生活与农业生产
用水。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通讯员 江慧
记者 肖洋桂）“来水了！ 来水了！ ”7月
30日上午10时，津市市新洲镇长岭村
匡山庙机埠机器声隆隆响起来， 经过
技术人员近3小时奋战，机埠出水管道
更新，长岭村一带2000亩农田又喝上
了肖家湖的水。

7月以来， 新洲镇持续晴热高温，
旱情严重， 全镇1.5万亩农作物受灾，
其中近5000亩农田出现开裂。 面对持
续旱情， 全镇党员干部下到抗旱一线

组织抗旱保收。 该镇长岭村1500米长
的沟渠年久失修，已不能排水。 从7月
30日早晨6时起，新洲镇党员干部和当
地群众相继赶来清理沟渠， 以便给农
作物输送“及时水”。

据了解，至8月1日，新洲镇镇村两
级已投入资金近65万元， 投入人力
8000余人次， 共对18处机埠进行维
修，疏浚大小沟渠82公里，开挖土方近
7万立方米， 有效缓解了1.3万亩农田
的旱情。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建国 唐军)8月1日一大早，
江华县界牌乡社公湾村退伍军人党员
顾德利，带领村里20余党员、群众，为
村里刚刚插下的晚稻田挖渠放水。

连日来持续不降的高温， 地处干
旱走廊的江华，全县旱情不断加重。目
前又正是繁忙的双抢时节。 该县充分
发挥广大农村党员在双抢和抗旱保增
收中的积极作用， 鼓励党员干部吃苦
在前，勇于奉献。 全县1万多名农村党
员自觉坚守“一把锄头”放水，主动带
领广大群众找水。很多党员做到“宁坼

党员的田，先保群众的田”。
“自八一建军节起，我们举行以退

伍军人党员抗旱保丰收竞赛为主题的
党日活动。 ”8月1日上午，江华县界牌
乡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段勇德在该乡
木浪村带领群众抗旱， 并组织村里退
伍军人党员调来乡里几台挖掘机清理
水渠，60多名干部群众一起引水灌田。
该乡共组织12支党员抗旱应急小分队
奋战在抗旱一线， 全乡共投入人力
4000多人，整修渠道20余公里，确保
了1.2万多亩水稻、花生、烟等农作物
的抗旱灌溉。

韶山：
两景区拥军惠民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周翼 明姗） 在建
军90周年之际， 韶山毛泽东纪
念园景区和滴水洞景区推出

“军人本色、 闪耀中华” ———共
庆建军节拥军惠民活动， 对持
有士兵证、 军官证、 退伍证的
游客实行门票全免。 同时， 凡
在韶山游客换乘中心购买毛泽东
纪念园、 滴水洞两大景区门票
的游客， 在扫描二维码后， 可
优惠12元， 并可领取礼品一份。

江永：
结对帮扶留守娃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 近日，
江永县第一幼儿园、 潇浦镇大
风车幼儿园的50名师生， 驱车
40公里， 来到江永县桃川镇大
地坪村， 开展“牵手扶贫村，
关爱留守娃” 结对帮扶活动，
为村里60名孩子送去关爱。“暑
假里， 县内20所民办学校、 50
家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教育扶贫，
向61个扶贫村留守儿童捐款捐
物达400余万元， 让孩子们快乐
过假期。” 江永县教育局学生资
助中心主任夏继华介绍。

新化：
村民护卫野生动物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周俊
杨亲福） 7月30日， 新化县水车
镇白水村罗某背着电瓶， 潜入
新化县奉家镇百茶源村月光冲
山溪中电击捕石蛙， 被当地野
生动物护卫队队员当场逮住。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开发生态
旅游， 该村首届村支两委上任
第一把火便是成立7人野生动物
护卫队， 由村委会主任兼任队
长。 野生动物护卫队郑重向全
体村民发出倡议： 开展保护野
生动物全民行动， 不捕杀野生
动物， 不吃野生动物， 不参与
非法买卖野生动物， 并勇敢举
报违法违规行为。

奋力抗旱 拯救“黄金果”

江华万名党员抗旱在前

津市新洲镇干群齐心保灌溉

长沙金星大道
8月全面完成提质改造

文化帮扶：“山村留守”有声有色

乐享“两权”抵押贷款
岳阳县4家涉农金融机构累计为农民发放贷款9630万元

“三站融合”助农增收
永兴今年上半年涉农金融机构支持电商领域贷款余额1.62亿元

新闻集装

与藏香猪相处的日子

泸溪捐资268万元助力健康扶贫

� � � �夏粮收购如火如荼
7月31日， 长沙市望城金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靖港粮库， 粮农和仓库工作人员一起卸粮。 7月15日以来， 长

沙市望城区粮食局所辖的6个收购库点提早空仓， 保证仓容充裕， 在确保粮食品质前提下， 所有送来粮食应收尽
收。 截至当日， 全区各粮库已收购3.2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创业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