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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杨亲福

绿荫幽草苦菜秀。 6月初，在新化县
奉家镇百茶源村， 村主任刘益南带着几
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爬上山寻苦菜、扯苦
藤。

从长沙远道而来的陈先生， 带着家
人，沿长茅界旅游公路自驾到此，一路上
的风景令他们心醉。

从曾经的少人问津， 到现在的游人
如织，百茶源村的变化，倾注了刘益南的
心血。

“老司机”成村主任
合村前的奉家镇报木村， 村子产业

结构单一，经济较为落后。 当时，刘益南
是村里的汽车司机，收入很不错。 2013
年初，村里推荐他为村主任候选人。

没有犹豫，刘益南辞了职，投入到竞
选工作中。“本来可以轻轻松松一心赚
钱，他却偏偏要去挑个重担。 ”刘益南的
妻子虽然嘴上有埋怨， 但看到丈夫一股
子干劲，还是打心底里感到骄傲。

最终，在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中，刘益
南高票当选村主任。 刘益南上任3年，报
木村修通了长茅界旅游公路， 开发了三
节洞瀑布群自然风光景区，村庄变绿了，
道路变亮了，村民脸上的笑容增多了。

“现在来看，当时的决定做对了。 脱
贫攻坚，我得出一份力！ ”刘益南笑道。

“再穷不能穷教育”
2016年，月光村、报木村、茶坪村合

并成百茶源村。 由于在报木村“政绩”突
出，刘益南被大伙推选为百茶源村主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益南的“第一把
火”，便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求学梦。

“再穷不能穷教育。 教育上去了，才
能真正拔掉穷根。”刘益南在走访中了解
到，百茶源村的教育水平薄弱，不少人由
于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而致
贫。

刘益南找准方向后， 集中力量进行
攻坚。他先后到县里、市里争取到数万元
教育助学资金，同时广泛寻求社会支持，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硬件上去了，软件也
要跟上来。在刘益南的努力下，娄底市一
中对口帮扶报木小学， 一大批优秀教师
人才在村里聚集， 为乡村孩子成长成才
引路。

“搞产业扶贫，有两把刷子”
走进百茶源村瓜麓山金银花基地，

成片的金银花迎风摇曳，长势正旺。负责
人奉永红告诉记者， 多亏了刘益南的协
调， 他才得以顺利流转土地， 扩建了基

地。 去年，他种植金银花的纯收入过30
万元。 刘益南建议奉永红面向百茶源村
贫困户用工，使百余农户增加了收入。金
银花也成了当地脱贫的“当家”产业。

“刘主任带领我们发展养牛业，这日
子越过越好。 ”在养牛大户刘能友家，几
十头黄牛正大口啃食饲料。 2016年，由
刘益南牵头，5个贫困户成立了“报木黄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提供几十个就业岗
位。 3年来，百茶源的黄牛由82头发展到
218头，合作社的贫困户不但脱了贫，而
且过上了小康生活。

如今，在刘益南的引导下，村里还有
了“三农”短视频制作队，建立了“奉家原
味”网上代销店。 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村
民成了销售“网红”。 大家抱团合作，今年
准备将更多贫困户的土特产品卖出大山。

“刘主任搞产业扶贫，有两把刷子！”
百茶源村农民何建对记者说。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夏昌勇 肖山河 肖斌辉

河水潺潺，花朵飘香。 一栋栋别墅式
安置房灰瓦白墙，距白水洞核心景区不到
500米， 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成为当地一个新“景点”。

这是新邵县将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
旅游开发融合促脱贫的“代表作”之一。5

月29日，记者徜徉于安置点小道，被这
里优美的景致所吸引。 该安置点共安置
了严塘镇白水洞、龙脊2个重点贫困村的
高寒山区、地质灾害区、生态脆弱区126
户409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从穷乡僻
壤搬到“景区”，贫困户有收入、可就业、
能致富，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

“我在附近的月亮湖生态农庄做事，
每天有70元收入，一年有2万多元。 ”安置

点71岁的居民陈平芳告诉记者，她因病致
贫，是从白水洞村竹山岐山脚下搬来的。以
前房屋破烂、交通不便，出门不易。 现在住
上了100平方米的房子，宽敞明亮，学校离
家不足1公里，卫生院就在附近，出门就能
坐车，小区旁边还有菜园，十分方便。

为保证贫困户搬来后有收入，安
置点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 将安置
房底层门面整体租给旅游公司用于开

设特色家庭旅馆，年租金30万元，搬迁
对象每人每年可享受分红600元。 同
时， 将126户409人全部纳入月亮湖生
态农庄和家富三禾农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产业帮扶， 每人每年可分红300
元，并能获得就业实现增收。

据了解，安置点内即将打造台湾特色
旅游美食街，搬迁户可获得更多收入。 现
在，搬迁来的409人已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我省钢材年度销售
收入超1240亿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 在今天举行的
“2018年度湖南钢贸销售50强暨湖南钢贸年度行业杰出人
物颁奖盛典” 上， 记者获悉，2018年湖南钢材销售总收入超
1240亿元，钢贸湘企50强企业累计销售钢材约3190万吨。 其
中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亿元的钢贸湘企1家，超过100亿元
的2家。

目前， 湖南有3000多家钢铁贸易企业、200多座钢材仓
库、100多家钢材加工中心、30多个钢材交易市场。

天贸钢铁网常务副总经理沈卓介绍，近年来，湖南钢铁
流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2018年湖南钢贸销售50强企业”
中，前3强企业的销售额合计达479亿元，占50强参评企业销
售总额的42%。建材、板材是湖南钢贸市场的主流品种，2018
年钢贸湘企50强的建材、 板材销售量分别达2450万吨、337
万吨。

2018年，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湖南联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和湖南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是“2018年湖南钢贸销售
50强领军企业”；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盛仕达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长裕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钢之强钢铁贸易
有限公司、湖南顺新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钢板、钢
管、型材、优钢、不锈钢单项产品上销售业绩优异。

湖南省金属材料商会会长杨键表示，钢贸企业目前进入
了微利运营的“新常态”，企业应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充分发
挥终端直供、加工配送、电子商务、与上下游企业合作等新模
式的作用，以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形势。

全省再担保体系
持续“扩容”

签约机构增至20家，覆盖10个市州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谢

畅）记者今天从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为加快构建覆盖全省的再担保体系，该集团近日与
省内第二批11家融资担保机构签约。 至此，签约机
构总数增至20家，已经覆盖省内10个市州。

再担保的增信、保障、杠杆、分摊风险等功能，
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问题。 根
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新一轮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于
2018年底启动，致力于构建以省级融资担保机构
为龙头，市州、县市区融资担保机构为骨干，再担
保为保障的政策扶持体系。

第二批11家签约机构分别是：岳阳市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娄底
市兴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家界市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湖南省麓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常德善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湖南德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湘潭县莲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岳阳县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浏阳市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省融资担保集团称，将按约定比例为合作担
保机构分担风险，通过建立业务全覆盖、低费率、
可持续的政策性再担保体系，引导更多金融资源
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5月湖南CPI
同比上涨2.9%

� � � �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孟姣燕 ）国家统
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数据，5月，湖南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9%，涨幅比上月
扩大0.4个百分点。

5月，食品烟酒价格上涨5.6%，影响CPI上涨
约1.69个百分点。受低温阴雨天气影响，本地鲜菜
上市量不足，价格上涨22.5%。 受去年苹果、梨和
香蕉等部分品种产量下降影响， 鲜果市场供应偏
紧，价格上涨19.3%。 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及生
猪出栏量下降，猪肉供给减少，价格上涨15.4%。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CPI上涨约1.36个百分点。其他
涨幅较大的有蛋类、禽肉类、薯类和奶类。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跌。其中，居住价
格上涨3.1%，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2.4%，医
疗保健价格、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衣着价格分别
上涨1.5%、1.3%和1.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
涨0.6%，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5%。 人工智能算法

识别禁限物品
“智能审图”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通讯员 邓群赞 记者 周月桂）近日，

在长沙黄花机场旅客入境厅，从东南亚入境长沙的旅客正有序
通关。 突然，设置在旅客通道的CT扫描检查设备出现报警，提
示某旅客携带的手提箱中可能有禁限物品。 现场关员立即进行
开箱查验，在行李中发现了疑似象牙材料制作的手串。

这是长沙海关最新科技成果“智能审图”应用的典型场景。
2019年1至5月，长沙海关“智能审图”总体商品识别率99.1%，由
此提升全省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30%以上。

今年，长沙海关大力开展“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创新应用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提升了海关监管服务水
平。“智能审图”嵌入式部署在海关查验设备、物流分拣线中，全
天24小时作业，不需要人工干预即可实现自动扫描、分析判研、
拦截告警等功能。 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准确识别H986扫描
出的483种商品、CT机扫描出的221种商品，比如枪支、子弹、刀
具、钞票等禁限物品以及手机、笔记本电脑、奶粉、洋酒等应税
物品，还可对商品数量、体积进行统计，大大提高了海关作业现
场违禁物品拦截、可疑物品风险警示的能力。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
行业诚信铸魂

全省执业注册会计师达3653人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湘振 彭
婧）诚信是职业化的灵魂，真实性是会计师的生命。 今天，全
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开展“弘扬职业精神，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主题报告会，探讨诚信铸魂的职业化建设路径。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应运而
生。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标志的资本市场兴起以后，各
行各业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需求大增，注册会计师行业在经
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服务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进入新时代，面
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挑战，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
的职业化建设日益紧迫。

在活动现场，省财政厅巡视员胡良安指出，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行业从业人员要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的主题，紧
扣诚信建设这条主线，推进行业科学发展，积极为行业高质
量发展添砖加瓦。

来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毛育晖等6名注册会计师分别
作报告。 围绕中国资本市场等课题，各位主讲人从不同的视
角，立足各自的研究成果，为行业职业化建设献计献策。

据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目前，我省共有会计师事务所245
家，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3653人；资产评估机构97家，其中执业会
员786人，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去年业务收入达到16.74�亿元。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刘
永涛）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今天发布
的数据显示， 5月份银行理财产品
共发行10271只， 同比减少15.09%，
市场依然低迷。 银行理财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跌至4.24%，连续15个月
下降。 此外，随着部分银行的理财子
公司开业，“1元”理财产品已相继推
出。

统计显示，5月保本类（保证收
益类+保本浮动收益类）银行理财发

行量为2230款，占比为21.71%，环比
下降0.86个百分点。

从5月银行理财平均预期收益
率看，股份制银行的最高，为4.53%；
其次为外资银行，4.33%。 排名最后
的为国有银行，4.02%。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理财专家指
出， 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合理
充裕， 银行理财收益率回弹的可能
性较低， 预计未来短期内银行理财
收益率将保持稳定， 但封闭式银行

理财收益率跌破4%的可能性不大。
银行理财起购门槛降低也是大

势所趋。 近期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的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
子公司的产品也逐步在湖南市场亮
相。 根据规定，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
可直接投资股票， 且不设置销售起
点。 具体看，新产品起购门槛最低1
元，且产品期限普遍偏长。 比如开放
式产品， 开放周期也在季度或年度
开放一次，开放频次相对较低。

桂阳7个产业项目
集中开竣工
总投资达14亿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平 欧阳常海）今日，桂阳县举行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开工、竣工仪式，共集中开工、竣工项目7
个，涉及智能制造、休闲农业、食品医药、医疗卫生
等产业，总投资达14亿元。

当天， 桂阳县丹桂园二期等6个项目集中开
工。同时，利诺柏恩半导体激光智能装备产业化项
目竣工，该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额6000万元
以上、税收1000万元以上。

近年来，桂阳县实施“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
略，抓住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
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工作落实年” 等活
动，全县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今年，该县计划
实施重点产业项目121个，总投资437.8亿元，年计
划完成投资130亿元。 目前，已有85个重点产业项
目开（复）工，完成投资62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路上“老司机”

搬近景区稳脱贫

银行理财收益率连续15个月下降
5月银行理财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跌至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