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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李湘华 梁元 杨天午）给森林增添一份
保险保障，既利于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还
能帮助林业生产经营者灾后恢复生产。 太平
财险今天透露， 该公司今年以来已在湘承保
岳阳、永州、常德、怀化等地林木火灾保险项
目，标的总面积51.72万亩，保额2.67亿元，为
森林资源穿上“保护衣”。

林业是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同时也是充满
风险的“露天”产业，容易因自然灾害遭受损
失。森林保险，指森林经营者(被保险人)按照一

定的标准缴纳保险费，在森林遭受灾害时获得
保险企业(保险人)提供经济补偿的行为。

湖南自2009年在全国率先启动政策性
森林保险试点以来，参与投保的林农、保险赔
付金额持续增加，投保面积不断扩大。今年前
10个月，全省累计承保377.48万户次林农，较
2009年全年增长279.76%；承保9602.42万亩
林木，较2009年增长158.56%；提供407.48亿
元风险保障，较2009年增长213.86%；累计赔
款7871.11万元，较2009年增长511.87%。

目前，我省具有承办政策性森林保险资格

的市场主体已有人保财险、 中华联合保险、平
安产险、太平洋产险、国寿财险等。其中最早承
办森林保险的湖南人保财险，10年来累计为全
省1400万户林农的2.85亿亩林木， 提供了逾
1000亿元的风险保障，累计赔款近2亿元。

我省保险业将大力推广商业性林木火灾
和林权抵押保险等产品， 满足广大林农和林
企多样化保险需求。 对森林保险等重点农业
保险理赔，将加快技术创新，引进无人机、航
拍、GPS等新技术协助定损， 提高理赔效率，
保障林农等被保险人的利益。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何昌笠
记者 周月桂）长沙海关今天发布数据称，今年
前10个月， 湖南省累计出口生猪6834.7吨，比
去年同期减少12%；价值1.2亿元，下降26.8%；
出口均价为每千克17.7元，下跌16.9%。

据介绍，我省生猪出口的全部为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出
口目的地为香港和澳门。其中，10月，湖南
省出口生猪451.7吨，减少31.1%；价值733.3
万元， 下降46.2%； 出口均价为每千克16.2
元，下跌21.8%。

海关分析认为，由于出口港澳的生猪标
准都相对较高， 无形中增加了养殖成本，且
非洲猪瘟等养殖风险的激增，对我省生猪养

殖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饲料原
料豆粕价格不断上涨， 湖南省豆粕价格从6
月初的每吨2824元涨到10月底的每吨3420
元，养猪成本大幅上涨，导致我省生猪、能繁
母猪存栏量继续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此外，目前我省生猪养殖全产业链发展状态
依旧不成熟，养猪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
突出。

海关认为， 当前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受中美经贸摩擦加征关税影响，湖
南省豆粕价格持续上涨， 传统瘦肉型商品猪
养殖出口模式同质竞争更加明显， 或将倒逼
省内生猪产业链发展升级。在产地特色上，亟
待生产品质优良、风味独特的特色养殖产品。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江洪渭）“从申请到投放， 只用了4个工
作日，20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今天，湖南艾
迪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农
行湖南分行为小微企业推出的普惠金融产品
解了公司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据农行湖南
分行统计显示，至11月初，该行普惠金融领域
贷款余额161亿余元，较年初净增31亿余元。

“采云贷”“科创贷”“厂房贷”“税银
通”……今年以来，农行湖南分行推出一系
列普惠金融产品，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如，针对持有湖南地区政府采购合同
的小微企业，推出“采云贷”，预计一年内可
为300多户“采云贷”客户发放贷款10亿元；
针对依法纳税、 纳税信用评价高的小微企
业，推出“税银通”，目前，已为多家小微企业

发放贷款2000多万元。此外，还针对上下游
关联企业、旅游小微企业、出口小微企业陆
续开发了“湘链贷”“湘旅贷”“湘汇贷”等特
色产品，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打造专业队伍，创新服务模式。今年，该
行出台了《普惠金融专营机构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 辖区内30家普惠金融专营支行、普
惠金融事业部等机构挂牌成立。 搭建银政、
银担、银保、银税四大营销平台，打造供应
链、政府增信、产业集群3种批发营销服务模
式，选取14家专业市场、42家产业园区为小
微企业批量授信、用信。加强与政策性担保
公司合作，与湖南农担公司合作投放的“采
云贷”“微捷贷”“惠农担”等系列贷款，被国
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 � � �湖南驰众研发工业移动
机器人

国内首款200吨
重载AGV交付使用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欧阳倩 唐璐 熊
其雨）一台台长8米、宽6米的“大块头”，载着
200吨货物穿梭在工厂， 遇到障碍物自动减
速并绕行。昨天上午，由湖南驰众机器人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重载AGV（工业移动机器
人）交付使用。该款机器人能运载200吨重的
货物，远高于国内外同行90吨的负重。

重载AGV主要解决重型设备的转运问
题，在风力发电机、港口物流、船舶制造、飞
机制造等领域运用广泛。 湖南驰众研发的
这款200吨重载AGV， 由江苏中车电机有
限公司定制。据江苏中车电机方面透露，公
司以前专职负责风力发电机组转运的人员
有50多名，在车间内桁吊重型设备难度大、
人力成本高。 依托湖南驰众生产的重载
AGV， 能以每小时2000余米的速度直行、
转弯和爬坡，在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
了配送效率。

湖南驰众于2016年落户长沙市雨花经
开区， 是我省AGV领域首个出口公司。据
悉， 作为湖南省唯一的“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 雨花经开区已累计引进机器人企业
180多家， 初步形成了涵盖机器人研发、生
产、设计、培训、教育、孵化等环节的全产业
链生态闭环。截至11月15日，园区以机器人
为主体的智能制造产业规模累计产值达
103.7亿元。

生猪出口量价齐跌
生猪生产亟待形成产地特色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李文耀）
经过紧张激烈地角逐，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
2018年长沙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现
场，长沙五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
力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秒冲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的3个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冠、
亚、季军，分别夺得20万元、15万元、10万元
奖金。

由长沙市政府主办的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至今已连续举办3年，已逐渐得到社会各

种创新创业力量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正
成为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培育和服务企业发
展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大赛从今年4月开始进行项目征集，共
收到来自9个区县（市）和高新区的756个项
目，其中小微企业组项目521个，初创团队组
项目235个， 创历年之最。 项目涵盖先进制
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互联网、新
能源和节能环保6个领域，81个项目晋级复
赛，13个项目成功入围决赛。

长沙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农行湖南分行推出系列普惠金融产品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为森林资源穿上“保护衣”
全省森林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

农旅结合效益高
11月27日，怀化市九丰现代农博园，工人在智能大棚内打理无土栽培的蔬菜。该园于今

年6月开园，建有智能观光温室、生产温室、采摘温室、智能化育苗中心、海洋科技馆、农业技术
培训中心等，实现了“农旅结合、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新形态。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60余万
人次，解决当地200多人就业，实现旅游收入3000多万元。 傅聪 邓晶 摄影报道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