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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
—— 驻 村 帮 扶 故 事

省住建厅驻七家坪村帮扶工作队——
—

一片真情扶出“幸福果”
宁奎

2月9日，腊月廿四，小年。张家界市永定
区教字垭镇七家坪村村部，阳光和煦。
村部广场，省住建厅驻村帮扶工作队的3
名队员， 拿着春联出发了。 他们要给全村的
1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拜早年。
七家坪村的道路，远不像3年前工作队来
到村里时的那样，或灰尘漫天，或泥泞难行。
一条条水泥路，直通每户村民家门口。
“你们来了，快进来坐。”贫困户宋春华眼
尖，隔着老远就跟3人打招呼。
45岁的宋春华前年被确诊为宫颈癌，因
为经济情况已经放弃治疗。 正是队员们反复
做宋春华一家的思想工作，才重新治疗。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几个人坐在两条
长板凳上，宋春华反复念叨，工作队利用政策通
过大病补贴、特困救助、结对帮扶救助等方式，
为她解决医疗资金。如今她的病情已经稳定。
“身体没问题了，看我有没有机会到村里
的生态观光园做事？”贴好春联，宋春华终于
抛出准备已久的问题。
宋春华所说的生态观光园， 是工作队引
进的张家界农业观光园项目， 占地500多亩，
第一期投资3000万元。 因村里紧靠张家界核
心景区， 该项目开业后便可带动全村及周边

群众脱贫致富。
“有干劲，没问题。”队长张磊当即表态，
过两天，可带她一起去见见项目负责人，看是
否有合适的岗位。
爬过一道山岗，见到贫困户向绪洲时，他
正在上下打量自己的新房。 他们老两口近70
岁，收养的一个孩子正在读高中。
“老向，我们来给你送春联，贴新房子还
是老房子？”队员徐胜华打趣。
“当然是新房子！”向绪洲哈哈大笑。
一直以来， 向绪洲全家住在一个传了几
代的破旧木房里，四处透风。去年，在工作队帮
助下，他在老房子边上新建了90平方米的新房
子。现在，新房子只待再收拾下，就可入住。
不一会，4个人合力将对联贴好。 白墙灰
瓦的土家特色小楼房大门两侧， 红红的对联
映衬出新年的喜悦。
“东风助我争朝夕，国策催人奔小康。”向
绪洲一字一句读完， 拉着记者围着他新房转
了一圈，满是高兴。
像向绪洲一样告别危房， 即将住进或者
已经住进新房的贫困户，全村有69户。
依靠住建部门的优势， 工作队针对45户
危房户和无房户，加大补助力度，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针对12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贫困户， 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建立办证“绿色通道”；针对12户完全丧
失劳动力、极度困难的危房户和无房户，实施
阳光安居房工程，免费为他们提供住房。
“回乡发展潜力大！”“90后”向佐鹏站在
春联下，中气十足。因为双亲身体不好，他原
先一直在外地打零工养家。如今，在工作队的
帮助下，他与村里另外两个人合伙，准备发展
莓茶种植产业。同时，他还是易地扶贫搬迁的
受益者。
“通过流转土地与土地入股两种方式，种
植了181亩莓茶。”去年，村里专门带他到茅岩
莓公司基地考察，让他眼界大开，并与茅岩莓
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 对他所产的莓茶全部
包销。 向佐鹏估计，181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将
超过40万元，自己能分成10多万元。
“基地发展起来后，一定带动村里贫困户
一起致富。”向佐鹏向3位工作队队员保证。
112次拜年，112次真情对话，工作队走遍
了七家坪的山头田间。
100亩红心猕猴桃采摘园、130亩烟叶种
植示范田、400亩优质黄桃基地、 生态农业观
光园等多个产业园区，一派繁忙景象。工作队
与七家坪村干部群众共同努力， 七家坪村发
生了巨变。3年间， 七家坪村村民人均年纯收
入由2400元增长到4380元， 预计今年底将实
现整村脱贫出列。

窑湾古街
“
古韵商华”
2月13日，湘潭市雨湖区窑湾
历史文化街区， 市民在潭宝汽车
站广场参观。 窑湾古街项目于
2013年10月开工建设， 意欲重现
“古韵商华”。目前，街区示范区(望
衡亭至潭宝汽车站段)已基本完
工，从本月12日起至22日临时对
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永煌 摄影报道

我省开展春运安全和服务专项督查

发现交通安全隐患78起
要求2月23日前落实整改
湖南日报 2月 13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
省春运办发布2018年春运安全和服务专项督
查情况通报。目前，全省未发生大规模旅客滞
留，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春运总
体平稳有序。
2月6日至9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
厅、省安监局、省旅发委领导带队，组织7个督

查组对全省春运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督查。
督查组共检查了21个县市区政府、13个高速
公路服务区、23个汽车站、13个火车站、15个
渡口码头、15个客运（危险品运输）企业、14个
事故多发路段、6个高速公路重点拥堵路段。
督查中发现， 部分基层单位对春运服务
工作重视不够，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彻底。

15日零时至21日24时

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湖南日报 2 月 13 日讯（记者 邓晶 琎 ）省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今日发布，2月15日零
时至21日24时，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通
行高速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据研判，即日起至除夕（15日），湖南高速

公路车流量呈前低后高、逐日递增、波幅显著
的走势。2月15日（除夕），全省高速路网车流
量跌至春运谷底；2月16日（初一），流量回暖；
2月17日（初二）起流量迅速增长并持续走高，
形成以小型客车为主的密集探亲车流， 并迅

例如， 春运期间， 农村地区的非法摩托
车、电动车出行呈增长态势，由此引发的交通
事故也在逐渐增多。
又如， 株洲市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渌
口客运分公司有63台车辆年审超期未处理，
51台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超期，56台客车等级
评定超期，且无法判断车辆是否在营运。
此次督查，全省共发现涉及道路、水路、
高速公路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共78起。
针对此次督查发现的问题， 省春运办制
定了问题（隐患）清单，要求各市州于2月23日
前落实整改。春节后，省春运办将组织第二次
督查，对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确保问题和隐患切实整改到位。
速抬升至春运流量高峰阶段， 预判峰值阶段
出现在初五或初六，单日峰值流量达450万辆
左右。2月18日至21日（初三至初六），成为路网
运行日均流量最大阶段，但总体路网运行压力
较春运第一阶段趋缓，车型以小型客车为主，部
分路段车流密集，安全保畅形势依然严峻。
预计春节长假期间（7天），全省高速公路
出入口总流量约为2393万辆， 占春运总流量
的25%，较去年增长10.2%；跨省流量约为245
万辆，较去年增长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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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春节可理财 人闲钱不闲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年关在即，双薪、年终奖、红包全面来
袭， 个人资金收获可谓是攀上了一年中的
“高峰时刻”。
但是，年底消费也旺盛，年货、送礼、聚
会、交通费、随份子等开支蜂拥而至。
如何能在春节时不生出诸多“糊涂
账”？如何能让手里的钱发挥出最大效用甚
至“钱生钱”？考验“财商”的时候到了。
梳理手中资金、做好年终理财规划，既
能助你过个好年， 又能让这一笔年底资金
“动”起来。

合理规划消费、还贷
避免把消费变成浪费
年底最丰厚的一笔“到账”，莫过于年
终奖。
记者随机访问了十几位在长沙有固
定收入的年轻“白领”，年终奖高的接近20
万元，低的也有5000元。其中大多数人都
没有明确的理财规划，有的人还自嘲“财商
不高”。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专家蒋玲
称，财商高低的判定并没有统一标准，总的
原则是能让手中的钱既较好地满足自己的
生活消费需求，又不让资金闲置，在自己风
险承受范围内“钱生钱”，这就可以算是“财
商高、理好财”了。
如何合理配置年终奖？
蒋玲表示， 首先要明确何时会有多少
支出安排，扣除“硬性支出”后，才能明确用
于投资的金额、投资期限安排。
春节期间的必要应酬、 下一年的保
险费、儿女新学期的学杂费、培训费等，
都是必须支出且金额较大， 需在年终奖
金中预留。
制定一个消费计划， 对打折但自己并
不需要的商品，要有清醒认识；同时，也不
要因为有年终奖在手， 就省去了对购买汽
车等大件商品的合理计划， 形成超前消费
或过度消费，造成资产隐性流失。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一位资深理
财专家尤其提到，年终奖达到10万元或以
上，但还“背着”房贷的年轻人，不妨拿5万
元出来提前还贷，选择缩短还款时间，将节
省上万元利息支出。

节前购买理财产品较划算
期限长短、投资渠道合理配置

春运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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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达人”都知道，年末理财是难得
的好时机，工农建交银行、各大保险公司以
及第三方理财机构等， 均在岁末推出了购
买理财产品送礼活动。
从时间上看，春节前购买的理财产品，
可享受假期计息，相对较划算。

年终奖首先要保证消费等支出， 但并
不意味着短期需要使用的资金， 就一定得
躺在银行、“等”用钱时再拿出来。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理财规划师建议，
这部分钱， 可以放在流动性较高的理财产
品中。主要以“宝宝类”为代表，如蚂蚁金
服旗下的余额宝，中信银行“薪金煲”，中
国银行“中银活期宝”等，能随时赎回、即
时到账。
对于暂时不使用的资金， 可进行中长
期理财投资，锁定时间带来的收益。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专家蒋玲
称，预计一年内不会使用的资金，建议购
买银行中长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6个月
至1年为宜，投资重点关注安全性和收益
性。
高额年终奖甚至还有年终股份分红
者，可结合自身风险适应性和产品收益性，
划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权益类投资，
2至3年时间不动，拉高整体资产收益率。
理财资产具体的比例配置， 中信银行
长沙分行理财规划师建议，30%进行银行
理财等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30%进行基
金、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配置，20%进行银
行存款、 货币基金等现金类资产配置，
10%进行大宗商品配置，10%进行债券类
资产配置。
进行权益类资产投资时， 蒋玲特别提
到，A股市场机构主导特征明显，散户赚钱
很难；普通投资者可购买公募基金；高净值
投资者可通过理财经理筛选， 购买一线阳
光私募基金。

不贪“小便宜”“高收益”
选择专业稳健金融机构
购买理财产品
投资有风险，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专家蒋玲表
示，理财时，不贪图“小便宜”，不盲目相信
“高收益”是根本。“收益与风险是相辅相成
的，有收益就会有风险，但资金安全是第一
位的。”
蒋玲建议， 投资者应更相信专业能力
较强、风险偏好更稳健的金融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一位资深理
财专家也表示，专业、稳健的金融机构，会
对每类理财产品风险等级评估， 还会评估
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
他建议， 个人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
时，不仅要关注产品投资期限和收益，更要
关注产品的最终投资标的， 是否符合自己
的投资意向；投资金额较大的，最好让专业
理财经理分析后，再购买。
另外，投资还需分散投资，不要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握时间节点，尽量减少
资金等待时间；募集期过长的产品，资金等
待成本较高，无形中会摊薄收益。

我省首次进口澳大利亚龙虾
越来越多高档海鲜爬上湖南人餐桌
湖 南 日 报 2 月 13 日 讯 （ 记 者 周 月 桂
通 讯 员 林 俊 ） 今天中午，一批来自澳大利

亚的龙虾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共计50
箱750公斤， 这是长沙航空口岸首次进口
澳大利亚龙虾。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快
速查验合格后予以放行， 这批龙虾即将爬
上湖南人的春节餐桌。
此批龙虾产自西澳珀斯， 俗称西澳红
龙或岩龙虾，学名天鹅龙虾，是澳洲最有价
值的渔获，占全澳洲总渔业价值的20%。此
次进口共7个等级， 其中最大规格达到1.8
千克。近年来，湖南进口水生动物品种日渐
丰富， 此次澳洲龙虾进口进一步丰富了进

口水生动物品种。春节期间，还将有两批海
鲜由长沙机场进口， 检验检疫部门已安排
值班人员并配置好检验检测资源， 保障节
日鲜活优质进口产品供应。
据了解，墨西哥活水蚌、波士顿龙虾等
其它高档海鲜也有望在近期实现进口。
据介绍，2017年，长沙航空口岸国际
货邮吞吐量2.7万吨， 同比增长145.5%，
实现了种猪进口常态化，荷兰鲜花、澳大
利亚、新西兰鲜奶可直送到长沙。今年年
中进境水果指定口岸建成验收后， 国外
水果也将能通过长沙机场口岸直接空运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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