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30日起将迎来为期3天的元
旦假期。省高速公路集团今日发布，元旦假
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 届时全
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预计将达592万辆
次左右，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

据研判，12月29日（假期前一天），预计16
时至21时将迎来较大增幅车流量；12月30日
至12月31日， 预计每天9时至11时、16时至19

时期间， 会有出行小高峰；2019年1月1日，预
计在17时左右形成返程小高峰， 并持续至20
时左右。

预计长沙西、长沙、学士、雨花、株洲收费
站为假期车流量排名前5位的收费站。

今年元旦假期前，新高速公路相继通车，
将为车主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近期通车运营的马安高速公路， 让安化
县城彻底告别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常德、

广东方向车主前往安化， 可选择走二广高速
转马安高速直达。

另据介绍， 位于广东境内的仁新高速二
期和新博高速将于12月28日建成通车， 届时
武深高速公路广东段将全线贯通。元旦假期，
湖南车主南下广东， 可从平汝高速转仁新高
速、大广高速、新博高速后直达深圳，比目前
在广东境内转京港澳高速的路线省约2小时
车程。

元旦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
武深高速将于28日通车，湖南车主南下深圳可省约2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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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泸溪县小章乡大水坪村簔衣坳，新近建成的光伏发电场犹如一个“大脚印”，镶嵌在山头。近年，该县大力发
展光伏发电产业，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助力脱贫攻坚。目前，已有93个贫困村的光伏项目完成建设并网发电，发电
规模13.2兆瓦。 姚雁 李焱华 摄影报道

扶贫的
“足迹”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袁武华） 农发行湖南分行在精准扶贫
征程中，积极作为，勇挑重担。今天，农发行
湖南分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以
来， 该行已累放各类精准扶贫贷款1059.88
亿元；至11月底，该行扶贫贷款余额778.01
亿元，覆盖全省所有贫困县，扶贫贷款投放、
净增、余额均居全省金融系统之首。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信贷投放力度持

续加大。建立完善精准扶贫管理体系，主动
对接政府脱贫攻坚规划， 精准支持扶贫项
目；严格扶贫贷款认定，扶持对象瞄得更准；
实施清单管理，资金使用更加精准。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 支持贫困地区粮棉油收购、农
业产业化经营和特色产业发展；聚焦贫困地
区民生重点领域， 着力补齐贫困地区交通、
水利、农村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短板。

建立政策性金融扶贫机制，助力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 制定金融扶贫五年规划，
建立制度、责任、考评体系等机制。出台《关
于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意见》，在信贷准入、授权授信等方面给予
深度贫困地区优惠政策；在深度贫困地区推
广教育、健康、光伏、旅游等专项扶贫信贷产
品。自2015年以来，农发行湖南分行已累计
向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投放各类精准扶贫
贷款94.87亿元。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刘震 郭子豪）12月24日， 国家开发银
行湖南省分行对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
司发放首批1亿元低息扶贫贷款， 用于支持
佳惠百货采购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据了解，双方共签订总额2亿元的贷
款合同，后续将全部发放。

佳惠百货总部位于怀化，现有员工8000

余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员工500人以上；主
要通过就业带动、 订单采购等利益联结机制
助农惠农，并与武陵山片区多个市、县、乡签
订了订单帮扶协议， 利用自身网点和渠道优
势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此次合作， 也是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加大
金融扶贫力度、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的实质性举措，将有效降低佳惠百

货的扶贫采购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今年以来，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加大对产

业扶贫龙头企业的对接支持力度。 截至目
前， 该行已向湖南大三湘油茶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新增产业扶贫
授信12亿元， 通过提供就业等方式带动
7000余人增收脱贫。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陈昂昂）
记者今日从省政协获悉，湖南政协“数字文
史馆”已在政协云上线，目前已上传第一期
文史资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省政协
编辑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所有文史书籍，共
计60余册，约2100万字，图片近2万幅。

登录政协云手机APP，点开“资料”栏
目，一个新模块“数字文史馆”跃入眼帘。点
击进入“数字文史馆”，《湖南抗日战争实
录》《湖南人在海外》《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典》等60余册文史书籍，已实现全文数

字化，且图文并茂，查阅快速便捷。至此，全
省政协文史工作迈入掌上数字化时代，委
员们可随时随地进入“云端”查史读史。

省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主任毛学军
介绍，“数字文史馆”上线，有利于更好地保
存、开发、利用政协文史资料，发挥好存史、
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价值和独特作用。
下一阶段， 全省政协文史资料都将逐步实
现全面数字化、云端化，在全省搭建起资源
共享、信息互通的文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把政协特有的文史资料用好、用活。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程湘）今天，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 娄底市中
心医院原院长肖扬受贿案， 认定被告人肖
扬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00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8年， 被告
人肖扬利用担任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的职
务之便，为他人在人事调动、职称评定、职

务提拔、基建工程、医疗器械和设备及药品
销售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45次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686万余元。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肖
扬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肖扬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且认罪态度
较好，已退缴全部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4年累放精准扶贫贷款超千亿
农发行湖南分行扶贫贷款投放、净增、余额均居全省金融系统之首

国开行与佳惠百货携手
共推武陵山片区商贸扶贫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通讯员 冯日
记者 彭雅惠）今天，岳阳县东洞庭湖最后
一处矮围———74号矮围顺利拆除。至此，该
县东洞庭湖矮围全部在规定期限里清理完
毕，我省非法矮围整治取得阶段性胜利。

岳阳县是洞庭湖生态治理主战场，县
域内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之前共有矮围
85处，概算土方超过730万立方米，是岳阳
市矮围数量最多、工程量最大、拆除任务最
艰巨的县。

为保护洞庭湖生态环境、 保护鱼类资
源，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安排，要求岳阳
县对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所有矮围集中开
展机械化清理拆除。

为确保清理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岳阳

县实行授权负责、分工包片工作机制，将85
处矮围整治任务分解到相关部门， 属地乡
镇负责辖区内矮围的权属争议和其他矛盾
纠纷协调处理，县财政拿出1.2亿元整治经
费全程兜底。

截至目前， 该县累计投入机械设备
5229台次，除申请批复保留的1处矮围外，
东洞庭湖其余矮围拆除工程全部完工，共
拆除围堤925公里， 整体收购处置销毁矮
围中渔民座船30艘。

为有效防范非法矮围“死灰复燃”，岳
阳县拟后续投入420万元， 建设电子围栏
和视频监控及通信系统，专项打击盗捕、盗
猎、 盗采等破坏东洞庭湖生态环境的违法
犯罪行为。

岳阳县东洞庭湖矮围全面完成清理
共拆除84处非法矮围，围堤长达925公里

省政协“数字文史馆”上线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尹志伟） 通过整合涉农资金，“联渠引
水”集中财力推进精准扶贫。记者今天从省
财政厅获悉，近3年，我省试点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改革，51个贫困县共整合涉农资金
462亿元，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
障。

根据中央安排，湖南自2016年起实施贫
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3年来，省财政着力
构建“联渠引水”机制，确保“放得下”。在中
央层面已明确的20项资金的基础上，省财政
又把省级19项资金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统筹

整合的资金实行“先切块、后分配”，切块安
排到贫困县的比例不得低于55%。省里对资
金分配实行因素法，即依据贫困县的贫困类
型、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等因素分配。

“联渠引水”伴随着“放权松绑”。对整合
的资金，实行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政府采
购、招投标、项目管理、监管责任“六到县”，
省级部门不得指定项目和资金具体用途，确
保贫困县结合当地脱贫攻坚规划“有的放
矢”。

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各贫困
县搭建县级“放水”平台，建立完善脱贫攻坚

项目库；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区分轻重缓
急择优选择项目，制定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并出台专门的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联渠引水”资金量大，监督考核压力也
大。 各级各相关部门完善公开公示制度，主
动公开资金来源、 用途和项目建设等信息，
并公示到村；利用“互联网+监督”，建立数据
查询平台，充分接受社会监督。省财政每年
开展专项评估，实行奖优惩劣。近3年来，省
财政共安排1.3亿元， 奖励该项工作的先进
县。

“联渠引水”给力精准扶贫
51个贫困县3年整合涉农资金462亿元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今日10时许，随着湖南众鑫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审核， 湖南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迎来第10万家
企业注册入库。

众鑫公司是一家高端合金材料生产商，
免费进驻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后，可以
方便快捷地找政策、找服务、找活动、找专
家，可以发布需求，也可以反映诉求。

目前， 我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共上线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融资服务、
创业服务等15大类服务机构8410家，上架
服务产品17358个， 系统内开展各类中小
企业服务活动4707次，形成了“湖南省中
小企业服务大会”“精准服务进园区” 等活
动品牌。至12月下旬，已建成14个市州综
合窗口服务平台、20个产业集群窗口服务
平台、52个县（市、区）综合窗口服务平台。

第三代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系
统今天上线。平台负责人介绍，相比以前，
新一代系统新增了十大功能， 分别是高度
个性化的云端开发、智能化的平台管理、直
观的运营数据分析、用户行为感知获取、内
容展示多终端一体化、 强大的问卷调查功
能、 丰富的数据接口、 灵活的平台权限配
置、增值服务平台等。

据悉， 我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管
理和服务方式被誉为“湖南模式”，得到国
务院肯定。该模式已整体输出到海南、河北
两省，省枢纽平台已培训浙江、湖北、安徽
等多省中小企业服务人员。

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实现省-市-县
三级平台网络实体窗口服务平台全覆盖、20
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实体窗口服务平台
全覆盖、省级创业创新基地实体窗口服务平
台全覆盖，引领我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10万家企业入驻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可方便快捷找政策、找服务、找活动、找专家，

可发布需求，也可反映诉求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妮莉）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业
发展稳中趋缓。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
至11月， 全省共完成客运量10.02亿人，同
比下降7.0%；完成货运量20.78亿吨，同比
增长1.9%。其中，民航运输异军突起，客货
运量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 成为我省运输
业“黑马”。

我省运输业主要包括铁路、 公路、水
路、民航、管道5种方式。统计显示，前11个
月全省客运量下降，主要因公路客运受“自

驾车”“网约车”等出行方式分流影响。铁路
和水路客运量略有增长。 民航累计完成客
运量约1300万人，同比增长13.6%，实现旅
客周转量同比增长15.8%， 两项指标增速
均比上年同期加快。

货运方面，前11个月全省水运形势低
迷，公路、管道、铁路货运各有不同程度增
长，民航货运占比最小，但完成货运量、实
现货物 周 转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7.2% 、
20.6%， 两项指标增速均居各类运输方式
之首。

客运、货运“比翼齐飞”
民航成我省运输业“黑马”

受贿686万余元
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肖扬一审获刑11年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程湘）今天，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被告人李政科犯受贿罪， 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万元。李政科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
诉。

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7年， 李政
科利用担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 中共湖
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副书记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或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
中标、案件处理、职务晋升及人事调动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与其亲属收受他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474万余元、美元

1万元。此外，李政科尚有人民币1892万余
元、美元28226元、港币541670元无法说明
来源。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
政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应当数罪并罚。在共同受贿犯罪中，
李政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
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李政科到案后如实
交代受贿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主动
交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 具有自首
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已退缴全部赃款，
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和提供线索的行为，
构成立功，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400余万元
省纪委原正厅级干部李政科

一审获刑13年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戴帅汝）阴雨加上雾霾，岁末的天气颇
为令人不悦。 雪的消息又有了， 冷空气作用
下，27日至30日我省有一次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过程，湘北部分地区有雪。

今天，长沙气温明显下降，南方人熟悉的
湿冷感又来了。 未来几天， 在冷空气的作用

下，省内降温8至10摄氏度，再加上风力加大，
体感会从“冷”跳转到“非常冷”。气象专家称，
这次冷空气实力强劲， 将持续到2018年最后
一天，这期间，最高气温都是个位数，双休日
将降至零摄氏度左右。

省气象台预计，27日至30日有一次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其中26日至27日，全省阴

雨天气维持；27日晚到28日白天，湘西北阴天
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近期
冷空气活跃，湿冷感加剧，公众需留意气温变
化，注意防寒保暖。此外，雨雪冰冻天气即将
来袭，需注意防范雨（雪）、道路结冰、大风等
灾害性天气对道路交通、电力、农业、林业等
造成的不利影响。

雨雪来袭“湿冷”加剧
未来几天省内降温8至10摄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