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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苏毅 刘罡

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 湖南
黄金集团投资厄瓜多尔里奥布兰科金矿……从
重大海外投资并购、工程机械等产品出口，到海
外工程建设、项目欠款追讨，出口信用保险为湘
企“走出去”撑起了一把“安全伞”。

今年1-7月，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我省外贸
出口151.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23%；截至
6月底，对全省出口的一般贸易渗透率约24.3%，
承保湖南企业“走出去”项目金额近5亿美元。

8月9日， 副省长许显辉在中国信保湖南
分公司揭牌仪式暨“一带一路”建设出口信保
政策说明会上表示，湖南的开放发展，迫切需
要中国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作为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信用保险———出口
信用保险，正发挥政策性职能作用，加速助力湘
企征战海外市场，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

帮湘企“走出去”系上“保险带”
何为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出口贸

易， 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
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政策
性保险业务。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南院） 出口越南莱州水电站成套设
备项目，即是典型案例。 该项目合同金额1.27
亿美元，获得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额1.4亿美元。

“信保为企业保障了收汇安全，并提高了
企业海外承接项目及投资的竞标优势和投融
资能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
（简称湖南信保）总经理叶小剑介绍，这是首
个由中南院作为牵头方签订的有融资配套的
工程总承包（EPC+F）项目，也是信保支持在

湘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项目。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湘企持续发

力。 湖南信保与中车株机、湖南建工、中南院、
特变电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企业，以及
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携手，提供出口买方信
贷保险、买方违约保险合同等产品，为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护航。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湘企“走出去”作用日
益凸显。 1-7月，我省国内贸易险信用保险，实
现保额2.74亿元人民币；海外投资保险，实现
保额1.31亿美元；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实现
保额0.3亿美元。

助湘企缓解海外“融资难”
位于醴陵的湖南恒茂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茂电子）， 是我省唯一一家具有完整网
络通信产品线及其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自2010年起，该公司开始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至今， 恒茂电子及其子公司在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综合保险项下，累计获得长沙银行、
中国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华夏银行的融资逾
3.46亿元。 2012年起，恒茂电子外贸出口总量
及增速位居醴陵前三， 成为株洲市发展开放
型经济贡献突出企业。

国际市场商机巨大， 但开拓之路并不平
坦。 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摆在大多数出口企
业面前的一道大“坎”。

政策性保险此时的优势便得以充分展
现。 出口信用保险以官方政策性保险身份介
入项目投保过程， 能有效帮助企业获得外国
政府、企业、业主和银行的信任，帮助获得更
加优惠的融资条件。

一旦发生风险， 出口信用保险的理赔给
付，让众多出口企业安心省心。

近年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

等10余家工程机械企业， 获得湖南信保的保
险赔款超过5360万美元。

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后， 发生海外买方企
图欺诈或侵吞货款、拖欠货款甚至破产倒闭、
以各种理由终止合同或要求降价等事件，投
保企业都有望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获得赔偿。

今年1-7月，湖南信保通过出口信用保险
保单融资功能， 支持我省企业出口约47亿元
人民币； 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约9400万元人
民币。

为湘企提供高效理赔追偿服务

我省出口信用保险着力履行政策性职能，扩
大覆盖广度，在风险保障、项目融资、资信服务等
方面给予出口企业更大支持，推动我省开放型经
济发展。

目前，我省在保持原有信保保单融资贴息政
策的基础上，新出台了由出口信用保险独家参与
的中小微外贸企业无资产抵押信保保单融资政
策，省财政设立风险补偿金，对信保保单融资，要
求银行实行免抵押政策；实现“信用保险”模块接
入湖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系统首页。

1-7月， 湖南信保短期险服务客户数511
家，同比增长14.32%；新增客户103个，同比增
长66.13%。 服务支持小微企业数309家，同比
增长15.3%。

“出口信用保险已经建立了覆盖全球的
追偿渠道网络， 功能涵盖损因调查、 欠款追
讨、物流追踪、法律咨询等多个领域，可以为
出口企业提供高效的理赔追偿服务。 ”湖南信
保总经理叶小剑表示。

在政策红利等积极因素推动下， 出口信用
保险的覆盖面持续扩大， 促进我省外贸稳定增
长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冯胜

� � � �名片� � �
� � � � 张武，1987年1月生， 宁乡市公安局一
名从事刑事技侦工作的民警。

� � � �故事
� � � �在刑侦剧里， 常见案发后第一时间出
现在现场勘查的警察。 宁乡市公安局的张
武，就是从事这样工作的民警。

2016年以来，有两个外地人流窜到宁
乡盗窃，先后作案数十起。 今年4月30日，
两人又在宁乡市灰汤镇的一个村子， 从两
户村民家盗走了现金和首饰。

来到现场勘查的张武， 找遍屋里屋外，
也没有发现指向身份的痕迹和证据。 他把范
围扩大， 来到离盗窃点约50米的一家商店，
得知店主装了一个摄像头，对着门外的公路。

张武通过摄像头拍摄的视频， 发现了
两个可疑身影。通过视频追踪，串联出两个
嫌疑人的轨迹，终于锁定嫌疑人，并于5月5
日将两人抓获，一举破获27起系列盗窃案。

“我的工作， 不像冲锋陷阵般惊心动
魄，但每一次，都是一场与犯罪嫌疑人的无
声较量。 ”张武说。

2016年8月21日凌晨2时许，在宁乡市
白马桥街道某小区地下车库的电梯间，熊
某胸部被人捅伤，抢救无效后死亡。接警后
张武和同事迅速赶到现场。

案发现场处于车库监控死角， 案发时
间又是凌晨，现场无目击证人，给案件的调
查带来了极大挑战。 初步的现场勘查及调
查走访， 并没有发现具备指向性的痕迹物
证，案件侦破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思考，结合现场血迹，推断
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追杀被害人的过程，应
该是遭遇式作案。 ”张武分析，犯罪嫌疑人
对现场环境十分熟悉，极有可能事先踩点，
而踩点时可能留下蛛丝马迹。

扩大搜索范围后， 张武发现一处较为
隐蔽且能观察到车库电梯口情况的地方。
幸运的是，在该区域地面，张武提取到了关
键的痕迹物证。

通过检验比对， 确认山西籍犯罪嫌疑
人李某超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后经跨省追
捕，李某超被抓获归案，他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案件就此告破。

“刑事技术工作很考验耐心和细心，每
一个细节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 ”张武说。

大学里，张武学的是法学。到宁乡市公
安局刑侦队后， 先在办案中队，2015年他
申请调到技术部门。“这是两个不同的类
别，很多东西要从头学起。”张武告诉记者，
3年来，他参与了几百次现场勘查。

在有些现场，也会遇到“意外”。
5月26日， 宁乡市一个比较偏远的乡镇

有人报案，称家中1万多元现金被盗。 接到报
案后，这天中午，张武和同事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处在半山腰的老房子， 张武进
入房间，发现屋内一片凌乱。派出所的民警
说，女主人回家时发现家中1万多元现金不
见，几乎是哭喊着报的案。

张武和同事立即在现场展开工作。 现
场勘查完毕，意外发生了！只听得女主人突
然“哎呀”一声，一脸的欣喜。原来是在被贼
“光顾”过的衣柜里，竟然翻出了装钱的塑
料袋， 一沓红色的票子完好无缺地卷在一
起。 看到这一幕，张武松了一口气。

他说， 每一次面对朴素的老百姓和受
害人， 看到他们遭受损失，“我就会告诉自
己，要更细致一点，尽可能多地找到线索，
为破案提供条件。 ”

孟姣燕

行走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有一样
东西让人印象深刻。 它不仅是大自然赋予
人类的宝贵资源，也成为回馈人类的财富，
揭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奥秘。

它便是一瓶瓶装水。 昆明的 “云南山
泉”、昭通水富县的“宝锶泉”、遵义湄潭县
的“圣地红城”、习水县的“习泉”、赤水市的
“竹泉”、重庆巫山县的“巴山一滴”等等，近
日， 记者到长江经济带沿线采访， 每到一
地，递到手中的一瓶瓶水不仅口感佳，而且
包装清新“颜值”高，无形之中成为当地形
象的代言品。

“过去守着好水买水喝，现在我们一些
乡镇都有自己品牌的瓶装水呢！”一些当地
老百姓言语中流露出满满的自信， 得意的
是自然资源在大家的保护下正转化为源源
不断的发展潜力。

据了解， 这些瓶装水主要销往星级酒

店、景区、高速公路服务站、茶社等场所，售
价比普通水略高，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可市
场占有率不低。

高端水重要的就是优质水源， 和普通
饮料相比，生产制作链条更短，利润空间也
大。数据显示，中国高端水市场增长率已高
达46%-50%，2012年中国高端水行业资产
总额为46.85亿元 ，至2017年 ，其市场零售
量已超过50万吨，零售额突破百亿元。

市场潜力大， 拥有优质水源地的一些
地方谋求升级， 试图在高端水行业的发展
中分一块蛋糕。 贵州铜仁将水产业定位为
培育的支柱产业，“贵州制造” 的饮用水正
从这里流向全国。

“高山好水”，湖南也不缺乏。不搞大开
发，不是不开发、不发展，而是以什么样的
方式来开发、来发展。我省优质天然饮用水
资源也多集中在山区、贫困地区，“水文章”
大有可为，只要找准了路径绿色发展，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虽然已经立秋，依旧是酷暑伏天。一个
被空调囚禁的夏天，切断了与季节的联系，
远离了属于盛夏的万种风情。

三伏天一样可以有良辰美景。
湖南乡下的农家， 屋门前多有一口水

塘，风隔了水塘吹过来，带着水汽，一早一
晚还有薄薄的凉意。

早起的农人， 也不去跑步， 也不用上
班，只是搬一张椅子，坐在清凉的院子里，
坐在崭新的晨光里，抽烟、发呆。一上午，院
子里都浓荫匝地。到中午终于热起来，然而
农家的陋室生凉，暗的光线和旧家具里，似
有阴凉的湿气。 每每在午后来风， 乌云蔽
日，雨水洗尘。 暴风骤雨一过，又是清丽无
比的黄昏。 夜晚还是应该搬一张竹床睡到
池塘边，听水边蛙声、园里虫鸣，看半弯明
月、一片星空，夜凉如水，把人浸没。到了夜
深，竟有些不胜凉了。

然而这些只存在于乡下、雨后或者从前。
在人们的印象里， 夏天似乎一年比一

年热了。
夏天确实在变得越来越热。 省气候中

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称， 我省的年
平均气温近100年来整体升高了0.82摄氏
度，且近50年以来年平均气温上升速率是
近百年来的2倍，也就是说，天气不仅在变
热，而且在加速变热。

今年湖南的高温尤其来得早且凶猛。
据省气候中心数据，今年前7月，全省平
均高温日数比常年同期要偏多10多天，
是1951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第三高
值； 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3摄
氏度， 为1951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同
期最高值……

不仅是湖南，整个北半球都在“高热”
中，亚洲、欧洲、北美无一幸免。副热带高压
异常偏北， 一贯凉爽的北欧地区也难逃热
浪侵袭， 多起由高温导致的森林大火已烧
入寒冷的北极圈。在瑞典，高温干燥天气导
致山火频发。韩国和日本8月以来同样遭遇
高温炙烤。

极端高温、山火蔓延、良田变焦土，诸
多极端天气事件， 极大可能要归咎于人类
活动导致的地球变暖。科学家预计，未来数
十年，极端天气频发的现象非但不能逆转，
还会更加严重。 我们可能需要学着适应未
来更加酷热的高温天气， 也必须面对极端
天气可能导致的公共健康危机， 研究更为
有效的措施。

眼下，三伏天还有半个月左右时间，仍
是最热的中伏时节。 一直要到25日才能出
伏，况且还有一只“秋老虎”在前头等着，战
高温的各种准备，还得继续做好。但无论如
何，我们也不会愿意在四季中取消夏季，不
愿意季节只有像空调调节下的恒定单调的
温度。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尹萍 邹雨蒙

8月9日8时， 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东茅岭派出所紧张忙碌的工作从晨会开始。
教导员高城正在悉心讲评、布置工作。

记者眼前的高城，中等身材，体格壮硕。
“逆枪而行的英雄”“舍身挡刀解救人质”“犯
罪分子的克星”这一个个美称，记录了他从
警16年期间的惊心动魄……“危险发生时根
本来不及怕。 ”高城说，“再碰到这种情况，我
还是会义无反顾冲上去。 ”

受父辈的熏陶， 高城从小就有个英雄
梦，就是像父亲一样当一名人民警察。 1999
年，高城从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2002
年，他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安系统。

转眼16年过去，高城用激情和热血铸就
警察生涯的荣耀：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
次、三等功7次；先后荣膺“全省侦查破案能
手”“全市优秀青年卫士”“湖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湖南好人”“中国好人”。

2015年12月9日13时30分， 高城接到报
警：城陵矶9岁的女孩方某被人持刀劫持。 他
带领战友火速赶赴现场。 此时，犯罪嫌疑人
向人质的家长发出短信：3小时内满足不了
要求，就会丢一条人命！

高城和战友们追查，查清了犯罪嫌疑人
为女性徐某，并锁定了徐某和人质所藏宾馆
客房。 此时，已快到犯罪嫌疑人设定的时间。
屋内传出阵阵响声， 高城的心悬到了嗓子
眼。 他当机立断，破门而入。

只见徐某右手从床上操起匕首，冲向人
质。 刹那间，高城从左后侧扑过去抱住徐某。
寒光一闪，匕首从右方飞来，扎入高城左手，
顿时鲜血直流。

徐某又反转匕首朝胸口自残。 高城迅速

夺下凶器，战友成功将人质解救送走。 到了
医院，高城方知自己手掌被刺穿，肌腱断裂。

在高城10多年刑侦工作中，无数次面对
生死考验。“他嫉恶如仇， 破起案来雷厉风
行。 ”同事李灿辉这样评价道。

2013年8月23日，高城接到报警：一名犯
罪嫌疑人为了侵吞货款，杀死一对夫妻。 这
对夫妻8岁的儿子逃到楼下邻居家， 才躲过
一难。 高城开车将男孩送往他大伯家。

一路上，男孩追问：“叔叔，坏人抓到了
吗？ ”高城斩钉截铁地说：“警察叔叔一定会
把坏人抓到的！ ”

案发后仅4个小时， 高城就和战友们将
逃亡中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从警以来，高城已记不清自己侦破了多
少起重特大案件。 每当一起重特大案件发生
后，连续几天不休息是常事，连续在外奔波

几十天也是家常便饭。
谈到家人，他满脸愧疚。 他儿子说：“我

爸爸叫高出差。 ”
2014年6月， 高城带队在深圳侦办案件

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儿子肺炎住院。 父母年
迈多病要照顾，家中只有妻子一人。 办案紧
张，高城无法脱身，只能在电话里安慰妻子。

对家人，高城经常心怀歉疚；可是那些
受害人的际遇和泪水，又让他感觉肩上搁着
千钧重担：“打击犯罪、保护群众，是我们警
察的天职！ ”

点评

铁肩担道义，丹心谱华章。 群众危难时，他
披肝沥胆；扫黑除恶时，他赴汤蹈火；工作繁重
时，他舍小家、顾大家。 人民警察的队伍中，“高
城”越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就越强。

张武：
罪案现场“还原师”

谈经论市

当一瓶水成为形象代言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夏天越来越热

经济视野

信保，为湘企“走出去”
撑起“安全伞”

“危险发生时根本来不及怕”
———岳阳楼区公安分局警察高城小记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 高 城
（右）和同事
在 查 看 监
控， 搜集线
索。（资料图
片）

龚琳 摄

张武

雨后双彩虹
8月9日16时38分， 长沙市开福区太阳山， 大雨过后， 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双彩虹， 持续了大约6分钟后渐渐散去。 双彩虹是在水滴内进行

两次反射后形成的特殊现象， 在原彩虹的外围出现一条直径稍大、 颜色反转的同心彩虹， 内层彩虹称为主虹， 外层彩虹称为副虹。 刘中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