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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周胜蓝） 记者今天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 各地农业部门积
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千方百计保
生产保供给， 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自去年12月27日以来， 湖南
出现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全
省有58个县市出现大雪以上量级

的降雪。 长沙、 衡阳、 湘潭、 怀
化、 益阳、 娄底、 邵阳、 常德、 张
家界、 自治州受灾较为严重。 湘中
以北部分大棚被大雪压垮， 湘中、
湘西、 湘南等山区经济作物受灾较
为严重。

面对灾害形势， 各地及时部
署， 有效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全省

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四级响应，
切实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各级
及时收集灾情信息， 并上报受灾和
灾害应对情况。 常德、 怀化、 益阳
等市的农业部门派出工作队深入生
产一线，对农作物防寒、灾前灾后培
管以及大棚等生产设施的加固防垮
塌等进行现场指导， 组织农民开展

抗灾自救。 由于提前防范， 及时采
取措施， 有效减轻了损失。

保生产的同时， 努力保供给。
此次雨雪冰冻天气覆盖面广， 降温
幅度大， 严重影响到鲜活农产品运
销。 各地农业部门层层落实责任
制， 确保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在
灾害发生前， 农业部门指导农民适
时采收农产品， 增加市场供应数
量； 灾害发生后， 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协作， 畅通“绿色通道”， 提高
运输效率， 降低运输成本， 确保冰
冻天鲜活农产品供应不断档、 不脱
销。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湖南作为“油菜第一
省”， 全省油菜种植面积逾1900万
亩。应对冰雪天气，油菜如何防冻害？
省农业农村厅今天组织专家拿出技
术措施，迅速下发各地，并要求传达
到村到户，抢抓时机落实到田。

据农情调查， 目前， 全省早播
油菜普遍长势好， 部分已进入抽薹

期。 从当前的冰雪天气来看， 零摄
氏度以下低温持续时间不长， 暂时
对油菜生长影响较小。 但据天气预
报，后期可能持续低温阴雨，因此需
加强防范。

专家建议， 各地要抢抓有利时
机，落实五项技术措施。

一是排除渍水。 冰雪过后及时
疏通“三沟”，排干田间渍水，提高土

壤通透性， 减轻冻害与渍害对油菜
造成的双重影响。据天气预报，后期
一直温度不高， 更应防止渍水夜间
结冰加重冻害。

二是摘除受冻薹叶。 如果茎叶
受冻严重， 融冻后选晴天及时摘除
受冻严重的蕾薹， 促进基部分枝生
长。 选晴天温度高时，用刀割除冻
薹，刀口要平，以减少伤口面积。 忌

雨天摘薹，以免伤口腐烂。 同时，清
除呈明显水渍状的冻伤叶片及明显
变白或干枯的叶片。

三是追施腊肥。12月底至元月上
旬， 是我省油菜施腊肥的关键时期，
应抓紧时间施用腊肥。腊肥除可增强
油菜抗寒性外，还可供应油菜后期生
长发育所需的养料，提高产量。

四是喷施硼肥。 对底肥未施用
硼肥的田块， 在油菜薹期喷施硼
肥。

五是注意防治菌核病。 油菜受
冻后， 植株受损， 易发生菌核病等
病害， 应加强预防， 在油菜初花期
施药防病。

保生产 保供给
农业部门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油菜如何防冻害
专家建议：雪后落实五项措施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龚卫国）近日，芷江
侗族自治县举行葡萄产业精准扶贫
项目签约仪式， 湖南唯楚果汁酒业
有限公司分别与该县政府签订葡萄
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与该县大
树坳乡3个葡萄专业合作社、5户葡
萄种植贫困户签订收购协议。

为加快脱贫攻坚，近年来，芷江
大力发展葡萄产业， 打造集葡萄种
植、葡萄酒酿造、葡萄酒文化体验、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 2011
年， 湖南唯楚果汁酒业有限公司落
户芷江， 已在芷江大树坳乡发展葡
萄种植5000亩，发展葡萄种植合作
社成员500余户， 直接帮扶贫困人
口2460人。

签约当天， 唯楚果汁酒业设在
芷江高铁站旁的唯楚酒庄开业。 这
家酒庄可年产葡萄酒3000吨，并集
葡萄酒研发、酿造、窖藏展示、销售、
酒文化体验于一体， 将努力打造为

“中国最美侗乡酒庄”。
目前， 葡萄产业是大树坳乡的

支柱产业，全乡1万多人中，有七成
参与高山刺葡萄种植。 该乡新庄村
贫困村民龙启林这次与唯楚果汁酒
业签了约， 他高兴地说：“公司将为
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水肥管理、品质
把控， 还将按高于市场价15%的价
格收购葡萄， 我们可以放心种植
了。 ”

“这次签订葡萄产业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 将推动全县葡萄产业扩
面增效，促进葡萄产业与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为稳定脱贫提供产业保
障。 ”芷江葡萄协会负责人说。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郭诗颖 卢微)“25分钟就开
办了公司账户，真快！ ”近日，长沙
一家快消企业财务负责人， 体验了

开办企业账户的“光大速度”。 自去
年来，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将机器人
流程自动化技术引入对公开户流
程， 开户资质审查时间从分钟级响

应缩短到秒级响应， 开户服务效率
得到大幅提升。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介绍，为优化
企业营商环境，该行倾力打造“开户

名品”，依托总行创新科技平台，推出
“线上预约”“微信e开户”等创新举措。
将对公结算账户开立与企业网银、支
付密码、单位结算卡、现金管理、对公
理财等产品服务协议， 进行深度整
合，简化客户的繁杂手续，实现企业
开户和结算服务“一站式”办理。

精准扶贫在三湘 芷江发展葡萄产业助精准扶贫

光大银行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 李楠

新年的第一场雪还没融尽， 寒意
袭人。1月3日，记者来到长沙湘江东岸
防洪综合改造工程项目工地， 放眼望
去，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围
堰排水、水底清淤、深基坑破堤开挖支
护等工程正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铺展开
来。

“项目工期非常紧张，现在每天工
地有500多人作业，元旦都没休假，顶
着严寒坚持施工， 全力以赴确保汛期
来临前完成所有涉水部分施工， 使湘
江防洪堤更好地保护长沙城安全。”湖
南交水建集团百舸水利公司副总经
理、 项目指挥长罗栩介绍，“受湘江水
位和汛期影响， 涉水工程有效工期只
有6个月， 目前项目全线5.1公里被分
为4个工区同步推进，锚杆、注浆等施
工已全面铺开。 ”

长沙湘江东岸现有堤防多修建于
上世纪70年代， 后陆续进行过改造，
但依然存在防洪标准低、 部分堤段有
安全隐患等问题。 2017年洪水期间，
湘江东岸杜甫江阁至中山路以及湘雅
路至开福寺路段出现漫堤。 此次堤防
改造， 在对全线堤防加高加固至200
年一遇静水位的基础上， 对超高部分
将采用1.5米高的装配式防洪墙，起到
防浪作用。同时，还将对防洪堤内侧的
景观进行改造。

项目位于长沙湘江东岸主城区，
南起杜甫江阁，北至银盆岭大桥北侧，
全长约5.1公里。 其中约1公里的施工
区域在湘江水平面以下， 需要对其进
行围堰施工， 为接下来的防洪堤改造
施工提供作业面。

上午10时，记者来到围堰施工现
场，江风凛冽。数十名工人正在灌装砂

袋、传递砂包，在已经立好的钢板桩围
堰旁边形成一道“挡水墙”。

“在江边上做事冷吧？ ”正在慰问
看望一线员工的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周雄飞问。

“今天还好，前几天下雪下雨时就
冻人，做事做开了，就暖和了。”57岁的
李荣科笑着回答， 他手上的砂袋飞快
地传递给工友。

周雄飞反复叮嘱项目部施工人
员，在合理安排工期的同时，一定要保
证工程质量。“这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要建成经得起时间与洪水考验的精品
工程！ ”

湖南百舸水利公司董事长蒋志忠
介绍， 自2018年10月进场施工以来，
公司投入高压旋喷机、液压旋挖钻机、
船舶等设备200余台套， 每天施工人
员达500余人，目前已累计完成近25%
的工程任务。

岸上的工人干得热火朝天，“蛙
人”钱德权却冒着严寒在水下摸索，潜
在水中对围堰钢板桩进行“查漏补
缺”，“水底下能见度很低，只能靠双手
摸。 ”钱德权告诉记者，水下作业首先
要在钢板桩上打孔， 然后将双层钢板
桩通过工字钢和精轧螺纹钢连接起
来，使整个围堰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最后再用土工布对钢板之间的缝隙进
行填充，防止漏水。

今年54岁的钱德权已在水下干了
31年， 经验丰富。 在冰冷的水下堵漏
点，一次通常需连续作业两小时左右。
上岸后，钱德权慢慢地脱下手套，握紧
拳头， 露出冻得通红的手背，“身上还
好，就是手冷。 ”

罗栩介绍， 工程涉水部分将于今
年5月1日汛期来临前完成， 非涉水部
分及景观改造等附属工程在2020年4
月前完工。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谭娟 陈鑫）“农行衡阳分行为
公司发放的200万元贷款，1月1日就到
账了。 ” 1月2日，湖南衡岳中医饮品有
限公司财务人员在公司微信群里公布
了这一消息。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农行
衡阳分行在2019年迈出更有力的步伐，
1月1日当天，农行衡阳分行向衡阳市10
余家民营企业发放贷款4.39亿元。

创新产品，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难”问题。 农行衡阳分行对症下药，对
经营模式、业务流程进行创新，根据民

营企业抵押不足的情况，陆续推出“微
捷贷”“税银通”“数据网贷” 等创新产
品。通过企业的交易流水、纳税情况和
销售数据分析等，为企业精准授信，发
放贷款，具有准入门槛低、流程简单、
审批快速等特点， 可有效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题。

利率下调，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贵”问题。农行衡阳分行将该行发放的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下调
10%，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推
出限时办结机制，提高办贷效率。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普林

2018年12月28日， 28岁的张彬
从平江县扶贫办领回“湖南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 证书。 他是该县2018
年唯一获此殊荣的村支书。

3年以前， 张彬是个默默无闻的
青年， 在平江县城关镇工作。 2015
年11月， 这个“城里娃” 被平江县
委选派到贫困村加义镇坎塘村担任
党支部书记， 和这里的群众“结了
亲”。

到了坎塘村，他穿梭在田间地头，
走访群众、老党员、致富带头人……哪
里能搜集到最真实的民情民意， 他就
往哪里钻。 15天内， 张彬走访了全村
102户贫困户，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着每户的详细情况。
张彬喜欢与群众交流。 遇到一时

解决不了的难题， 他会向老支书请
教， 或与党员群众代表座谈， 找支部
委员们一起商量。 在他的感召下， 几
名老党员都义务当起了支部参谋， 还
热心参与村上工程监督、 政策宣传、
矛盾调解， 坎塘村脱贫致富的蓝图也
在大家的交流讨论中慢慢绘就。

时间一晃3年， 坎塘村帮扶成绩
一一展现。 张彬流下的汗水， 进入了
群众眼里； 他做的每件实事， 都铭刻
在村民心底。

“2017年8月， 坎塘村完成电网
改造， 整个工程新架高压线路23千
米， 新安装变压器11台， 总投资130
万元。” 张彬的笔记本中， 像这样的
记录还有很多。

“这是我们坎塘村的盐新坪生态
基地， 规模500亩， 贫困户占股55%，
村里还有一座光伏扶贫电站。 这两个
产业， 每年能为村里创收10万元以
上。” 贫困户兰维国告诉记者。 为了
让村民有稳定收入， 张彬组织成立了
泉塘生态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让贫
困户入股， 种起了果蔬， 还利用政策
建成光伏扶贫电站， 封山育林， 发展
特色产业。

“坎塘群众太淳朴， 只要你真心
为他们着想， 他们就会想着你、 念着
你。” 2018年1月15日， 张彬在日记
中写道。 这天， 坎塘村通过国务院第
三方评估组验收， 群众满意率达
99.99%， 坎塘整村脱贫出列。 仅仅3
年，102户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
4520元， 有的甚至过万元。

“城里娃”当起了村支书
———记平江县加义镇坎塘村党支部书记张彬

“建成经得起时间与
洪水考验的精品工程”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工地见闻

为民营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农行衡阳分行新年第一天放贷4.39亿元

太保寿险在湘推出
机器人理赔服务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陈婧） “您好， 欢迎来
办理理赔业务……” 中国太保寿险
近日在长沙发布上线“灵犀二号”
智能机器人， 凭借体内植入的“太
慧赔”理赔板块，能为客户提供3000
元以下门诊和住院快赔服务， 引导
客户完成理赔报案申请。

近年来,通过运用人工智能、 大
数据、 云计算等科技手段， 国内保
险产品形态和理赔服务持续优化。
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陈
林介绍， “灵犀二号” 是太保寿险
创新研发的智能服务产品， 基于语
音交互、 知识图谱、 自然语言理解
等人工智能技术， 为客户提供保险
咨询、 预约叫号、 场所导航、 保全
信息、 保险变更、 保险产品购买等
保险服务。

智能机器人上岗， 让保险服务
变得简单贴心。 客户将身份证、 病
历和发票对着“灵犀二号” 的屏幕
拍摄， 它能自动识别出这些凭证并
准确归类， 全程与客户语音交流互
动， 帮助客户申请理赔， 为保险消
费者带来新的智能服务体验。

战冰雪 保畅通
1月3日，公路养护人员在海拔800多米的省道S205线资兴市龙溪段清理塌方。 受持续低温雨雪天气影响，

资兴市境内的省道S322、省道S219、省道S205等线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积雪结冰现象，导致交通阻断。 资兴市
积极组织人员抗冰保畅，截至3日16时，资兴市境内的交通主干线、主要支线、重要旅游线路全部恢复正常通
车。 朱孝荣 摄

� � � � 1月3日上午，雪冰消融，暖阳乍现，一些市民在湘江长沙北辰
三角洲段风光带休闲。前段时间的低温冰雪天气，省会长沙各级各
部门协同作战，第一时间开展扫雪除冰工作，及时保障了全市道路
交通的畅通和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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