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岩峰 禹良）记者
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获
悉， 该行全力支持我省军民融合产
业发展、科技协同创新、国防动员等
领域，截至目前，已累计对我省授信
承诺军民融合贷款833亿元， 累计
发放贷款408亿元。

我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态势良
好，形成了以核、航空、航天、特种装
备制造、船舶、民爆化工六个主导产
业为骨干，以新能源、新材料、军工
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军民融合特
色产业格局。 国开行湖南分行充分
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 通过中长
期贷款、债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对

航空航天、 北斗及自主信息安全
等优势产业链， 长沙·麓谷创新
谷、株洲·中国动力谷、中电软件
园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区给予
了充分支持。

今年6月，国开行总行与省政
府签署《开发性金融支持湖南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意向为我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
1000亿元授信支持。 协议签订以来，
国开行总行与湖南分行联动成立工
作组，会同省经信委、国防科技大学
共同完成了长沙、株洲、湘潭、衡阳、
岳阳五地军民融合发展情况调研，形
成了详细支持湖南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融资工作方案。下一步，该行将加
强与省直相关部门的合作，在我省军
民融合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国防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军民融合产业投
资等领域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国开行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已对我省发放贷款408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棕树皮、松针、树叶、青苔……
这些手工艺品的原材料， 都是贫困
户从山上采集的。 我们把它组合在
一起， 就成了一件件手工艺品。”10
月2日，在江永县潇浦镇和兴村中国
社会扶贫网村级服务站， 被群众称
为“电商姐”的村级信息管理员葛小
梅， 把废弃的稻草、 树皮等原材料
“绣”出形态各异的工艺品，晒到网
上热卖，销往全国各地。

葛小梅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在
江永电商街开办了一家中国社会扶
贫网“扶贫商城-爱心超市”线下店。
今年5月，她被聘为和兴村村级信息
管理员。在入户登记信息过程中，她
发现许多贫困户家门口堆着树皮、
稻草、松针、树根等，觉得烧掉太可
惜了。葛小梅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发挥自己会编织的特长， 将老百姓
的柴火做成艺术品，变废为宝。

“这个以棕树皮、松针为主要原
料精细加工制成的碗， 在网上可以
卖到100多元一个。” 葛小梅对记者
说，棕树皮具有良好的防水、抗腐蚀
性能，以此制成的篓、箱、盒、碗等器
具，漂亮、轻便、不易破碎，是城里人
喜爱的装饰品。

对有意愿学技术的贫困户，葛
小梅还免费培训，“根据我的要求，
贫困户粗加工一件工艺品， 我就给
工钱， 然后我再用艺术表现手法进
行包装。”原本废弃的稻草、青苔，经
过葛小梅的巧手， 变身为绝佳艺术
品。 她说， 每一件作品从设计到完
成，要严把每一个细节，对每一件产
品都以打造“艺术品”的态度对待，
最后对作品艺术加工、修饰，使得作
品栩栩如生。

在葛小梅的示范带动下， 和兴
村有 10多名留守妇女制作手工艺
品，20多户贫困户编织竹制品，所制
作的产品全部由葛小梅通过互联网
销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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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

! ! ! ! !"#$%&'()*+,-./
0123 "#$% 456789:;76:<9
$%&'()=>?@AB4 & CDE
FGHIJGKLMNOPQRSIJT
UVWX

!!"#$%
"'$% 4YZ() (( [\]^_`ab

c=> %') d]EFef &*% [gO ?h &
C "+ i] j*ef &*) [g] efj*k

&%*(,O
&!'()*+,-."/#!0".1#

$%
l86:mno6:pq6:rq6s6

efj*ktuv#wxyz] {|}
&$*%-:&"*&-:&+*"-:&.*(-7~� $9O $'"
d=>;76:<9a� $( d;76:<9ef
j*ktuv#wxyz] �ab�;:p
q;: ��;� ( d;efj*ktu
/+-7~� "9O

56789:;76:<9���\���
3TUIJ����N��]��{���
�������] ���^� �¡_]¢
£S¤¥¦§¨]©ª*«]�¬®¯b
v:°±EF²³�´�µ¶W]·¸=>
EFGN]¹�EF=>�º�4Dµv»
¼*]½f¾A¿ÀÁÂÃÄ]{ÅAÆO

23456789:;<=>?@ABC
"'$% D $' E & F

! !!
"#!$ D56789:GHIJKLM

."/#NO$%P
""# % $ "& %#

! "!
"#!$ D5678Q:GHIRK;M
STU4"#VWX0".!1#$%P

""# % $ "& %$

!" #!$"%& '()*+
! ,-. !##'#(
" /0. !##'#(
) 12. !##'#(
* 34. !##'#(
& 56. !##'#(
+ 78. %%'+(
$ 9:$ %%')(
, ;4. %%'"(
% <=. %$'%(
!# >$. %$')(
!! ?4. %+')(
!" @4. %&'"(
!) ABC. %"'%(
!* D$. %!'$(

EF %$')(

!G H!.#I"JK 'LM*+
! NOH )$',(
" @4H $)'$(
) PQH ,)'!(
* RS. ,+'#(
& TUVWI ,+'"(
+ XYH ,$',(
$ >ZH ,%'*(
, [\H %#'#(
% ]^H %!'+(
!# _`H %*'#(
!! abH %+'+(
!" <cI %+'%(
!) deH %$'"(

EF %$')(

!"#$%&$%'()*+,-
*./-*01-234$5'$678

9:;<=>%?@ !!"# AB
CDE:FGHIJK< LMN!
"OPQR#$RS$R($RT$R
UTVWXY

>Z[\N]^]_Q`?a
S%&< !"#bcdeQfgh
ijkYlm<nhnoGpqrs
tuvwxuQ!"S_<y!"z
{vz|}~��<����%&y
c��vs�v�^QO���<�
������v�v(v�v�v���
��< �t:����`Q%'T
V 8

¡¢£0¡¢¤8 $ ¥ %& ¦<
67U8 §¨v©ªv«©¬ ' A
Q%'TV ®¯° ±²8

!"#$%&'

³P:´Aµ¶·v ¸¹º+
Q%'(<»!"S¼½¾¿%&Y
ÀÁAÂ<!"S¦ÃÄw<Å«©
:�ZÆÇ~ÂÈ67�É<34Ê
Ë�RÌQ%'TV Y

!&&" A (! ¥ ) ¦< µÍÎQ
:�ÏÐÑ¦YÒÓÔÕÔÖ|×Ø
Ù{Ú¬ÛiÜÓÔÕÔÖ|×Ø
Ù{$ÒÓÔÖ|×Ø{Ý$ÔÖÞ
ßàÞßvÔáââ¬ãä�åÔÖ
æâ{¢çèé<êë!"%'(ì
íY Ú¬ÛyìíîïðñòÎ<¿
%'TV «©�óNÈÅôõ%&
ö÷�i%'Þ�Q«©�QnÅø
ù<îZúûüý«©Q%'Þ�þ
ÿN�R8ãä�!¿ÔÖJ"â{

Q�#�óN$%&ù8
*+)& A , ¥ ' ¦<ÜÓÔÕÔ

Ö|×Ø{Ýv^'()*<ÒÓÔ
ÕÔÖ|×Ø{Ýv ÔÖÞßàÞ
ßv Ô+ââ¬Ú�,êë%'(
î&ù-È:�Å.!"%'(v6
7Uv34/0v%&Ê1�23Q
i423QTV56789v :;
9v<=98 �

*&)& A - ¥<ÜÓ>?S_@
��¬< ÒÓABC{ÞßDEF
þïðñò< $%ÅGû%'TV
 ÈHIJCKLMNOn?TVP
Q�<û%'TV «MÈABCR
éSTVTU�iÈJVWSÕPQ
XY' �8

ZZ[%'TV «©< C\
]^F_M`NaC{Ù{v áb
ââ¬Ó+¬< �cdeTV1f
QgC¬Óg+¬<Ch )' �â_
iijv!"z{vz|})Å¢ç

SZMÝQ«©�kl+8 Ôáâ
m°Nnoe< ABC{iC|}
!�pm°Fþeq< ¿!"%'
TV «©róNQRistÅ
G8 !"zTuvwØØ¬jxW
y-Èz\�kvzâ_Q"{ôõ<
Z!"%'TV «©��N|}
Q~�8 �

!()*+,-.

^¿ÔÖvCvzQ?�"�i
ôõ<!"z{vz|}�y¿��
¢çQ?�<róN % �~�&�-
?��§¨v?R�«©v?���
�8

!"z���B?�v è�?
�v�W?��^��R�}Q§¨
©ª��<�:Ò��MN*%'(
78§ -̈*%'Þ�«���©ª-
*%'TV �t§¨©ª- ��Æ
À��t©ª<��:;%&y!"
��vs�v #9:¡¢O���
1£<¤¥%'(v!"#v67U9
¦§óQTV56< ¨©5678v
ª«�×v PQ«©iTV¬®
¯<P°�����È�v�v(v�v
�v����<«©:�±�²³TV
´µZ)Q%'TV 8

%'TV �Z¶·¸�vT

V6f<=�v¹º78�v%&»
78�v 34t¼�i½¾u¿�
ÀÁÂ�� . ���< ÃÄS§¨
./% ÅÆÇË8�Z%'TV Q¶
·PQ< %'Þ�Èº^É )/$ Ê
Å�Ë< «�^É ,$%" Å�Ë<û
ÌÔÍÎÏvDÐÏv�ÑÒvÓ�
ÔvDÕÖv×ØvÙjÚvÛ´Ô�
)" �«��t< Ü���ÝÞvß
àáâvã¸=ùvÜãä�vF'
å´v¿²æç�èé<ûMZ%'
TV ¶·¸��çÈ̂ 7��ê%
'(ëJìíQÈî'ï´�8

QB< ¶·¸�y«PQðñ
%'Þ�v¿²òÂÔ·vªAó
ô¸õr3ötv÷øùv�I ú
ûüôýþÿ!�Õ $ �<�"�
, #$%8 %'TV c{eÞß
D&'PM(<�)¯<%'TV 
ûÜ�%'(ÈÔWa*l+�§
¨<tÜÈ67�É<34ÊË�O
,<}Ü¸�v+�óJ¨v�JKv
¸J-< ?./01«23�ª4
¯QÈlJ�u¿�5Ø8

!/01*!2345"

67l¬À< !"QUe6ý
789:< ¡Á¿²;<Â½%'
TV ¿=8  �T�SÝ>?>

�<%&& ÀRTSv)&& $Ú°@A
[ */$ Å�ÇËBTÜã< C�D
EZ[¶·¸� $ ?TUFG�H
ÚIJT�<Z±K° ��L8

%'TV Q«©MýNCv
z�kQ·8 mAÂ<C{Ù{vC
{ábââ¬OPQ< ijz{Þ
ßvzS?Ù{e)ÓRST<ij
z{(Þßv z¬ãi< z{Ù
{v ábââ¬UV�}ºWX%
'TV «©8!"z{ÞßYTv
z¬ZÅ[��k\fÀ]^IT
V W3_v`[�8

na?b< Åcda< efg
h< ijklmm%'Þ�fno
Ü1ph¯Jq«�< r;4s[
ú?útuv5ZqÜ1TU8Èw
TUfQB^�§4>?QJq3
Ü1Qxà«�8 �ABCæ«yz
©ªTUP{çÓÇ|(��}Ú
~���<«©��*�t@¯-Q

à«�T�[�BT<�na?bv
Åc�avefghv��ij��
sP��Q³�«��58

�(�È�¸��:÷øùµ¢
�R<�>��&>à��¡y8 m
A�< &�â�¡à«�Ff©ªv
BT��<n«÷øù8È�ÇOp�
ÌénÜà,<�À]�Sá�&P
ù���8 �%'TV c{e�â
����< ¦<¡NÈ÷øù�% �
?¢Q£¤���½<�¥y¤fù
¦<È÷øù�¬ÜN§¦�r8

�Z �úQRéSòÂT
U< ¿²òÂÔ·)tÜ1��¨
M8KKÞ�v%'(i¿²òÂÔ
·QªAó< ð¤N�(�i�©
A< �MZ%'TV Q:ªô
¸õ«8 �¬yxà®©ª«t
Q³¯�9<»S°±J¦²È%'
�³�Q´«<·h5µ¶·8

!"#$%"&
!!!"#$%&'()*

670 689 :;<

!!"# ! $ %&'()!

*+,-./" !" #

*+,-01*234
53" $%& '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吐鲁番日报记者 文志辉

昔日“英雄地”，
今朝“醉氧城”

走进海拔近1300米的桂东县
万洋山相思草原，忽而浓雾笼罩，忽
而骄阳高照，记者们纷纷惊呼：此乃
仙境。

桂东，是中国著名的英雄地，拥
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是红六军团西
征誓师地。

桂东地处湘粤赣几何中心，是
湖南平均海拔最高的县，风景秀美，
夏凉冬暖，物产丰富，适合康养。尤
为吸引人的是， 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5%， 是世界吉尼斯总部多次检测
认定的世界上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
地方。

对于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游
客，这是一座“醉氧之城”。

今年， 桂东建成了养生休闲避
暑点306个， 并推出了一系列康养
旅游产品， 前7个月接待游客已达
25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
亿元，分别增长30%、28%；其中广
东游客就有近百万人次。

守护净土，
打造“养生天堂”

一座小城， 何以成为湘粤赣等

地游客的“养生天堂”？
桂东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鲜为人知的是，桂东矿
产丰富， 却一直坐拥金山而拒绝开
发， 主政者理念超前， 早就提出了
“全景桂东，全域旅游”的概念，守山
封矿，呵护净土。

县委书记谭建上介绍，有生态、
气候、资源等先天优势的桂东，构筑
了以绿水青山养眼、负氧离子养生、
红色文化养心、淳朴民风养德、绿色
食品养身等“五养”为重点的全域旅
游发展蓝图。

近年来， 该县每年安排的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达到4000万元
以上，100个生态旅游项目总投资
达100亿元， 全面带动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县创建进程。

“等齐云峰国家级森林公园、
群众路线发祥地、 红军长征首发
地、三千湖风景区、三台山公园、森
林康养基地、桂东植物园、万洋山
相思草原等旅游项目建设完成，就
形成了全域旅游经济发展圈，县域
大景区也基本成型。”县委副书记、
县长伍志平说。

一个国内知名的养生避暑、休
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呼之欲出。

旅游扶贫，
谋划构建示范地

桂东对全县102个村的旅游资
源进行科学整合，将青竹村、流源村
等12个村定位一类旅游扶贫示范
村， 各村正积极组织进行旅游产品
设计。

在普乐镇三鑫陶艺园， 普乐土
陶非遗传承人方小林用“泥巴”带领
村民脱贫。 手工土陶坊通过吸引游
客制陶每年增收5万元，在此打工的
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增加到1.5万元。

近两年， 桂东旅游产业带动贫
困户直接脱贫每年达到1.8万人，直
接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增收800元以
上。2017年，桂东被省扶贫办、省旅
发委列为湖南旅游扶贫示范县创建
单位。

“目前，桂东正全力冲刺脱贫摘
帽，桂东的旅游扶贫正渐行渐稳，绿
水青山已渐成金山银山。” 谭建上
说。

据介绍，桂东将充分利用“红色
旅游”“生态旅游”扶贫品牌，加快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和精品旅游景点开
发，着力创响“桂东在高处，山水氧
天下”旅游品牌，引导帮扶贫困群众
从事旅游商品制作和销售、 开办农
家乐。

10月11日，“桂东在高处，山水氧天下”旅游扶贫全国主流媒体桂东行采访活动启
幕，70余家全国主流媒体记者汇集桂东，深入产业、旅游等各个扶贫板块调研采访———

桂东，抢占养生高地

10月11日，美丽的桂东县植物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李曼斯
罗丹）“一担黄瓜、 萝卜和小菜， 不到
10分钟就卖完了！” 宁乡县煤炭坝镇
贫困户潘奶奶看着空了的菜篮子，乐
得合不拢嘴。近日，宁乡县新媒体协会
联合部分爱心人士， 齐聚宁乡煤炭坝
竹山塘公园，首推“微爱集市”，让贫困
户的农产品搭上网络销售直通车。短
短1小时，便售出土鸡、土鸭、黄牛肉、
葡萄等价值2.6万元的农产品。

“散养土鸭， 数量不多， 先到先
得！”“这个葡萄很香很甜！”“这家的蔬
菜是绿色有机的。”新媒体各个平台的
负责人卖力吆喝。发直播、点微信，每
个平台都使出十八般武艺，吆喝一家，

卖空一家。
孟小群是竹山塘村的精准扶贫对

象，她家的小牛崽子是政府送的，如今
牛长大了，成了当家“产业”。可是如何
销出去，近来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当
天，“微爱集市”上，大家帮她一吆喝，
一下就售出140公斤牛肉。

据宁乡县新媒体协会常务副会长
刘雨菲介绍，宁乡于2016年12月率先
成立长沙市第一家县级新媒体协会。
“微爱集市” 为长期爱心帮助平台。今
后，协会将继续利用新媒体优势，当好
贫困户与市场的“媒介”，积极创新销
售模式，帮助贫困户解决销售难，助力
贫困户脱贫。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宁乡“微爱集市”帮贫困户卖菜
1小时售出2.6万元农产品

废弃物“绣”出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