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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胡智飞）“有了农行的支持，公司发展信心更足。”今
天， 湖南联泰嘉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前不久，农行郴州分行与公司签订14.8亿元
信贷协议，支持公司开展污水处理、城区雨污分流
等业务。 近年来，农行郴州分行大力投放“绿色信
贷”，对“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做减法，先后否决7笔
存在环境风险的信贷；对“绿色”产业贷款做加法，
近三年，累放“绿色信贷”15亿元。

对“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行

业贷款做“减法”。 今年，农行郴州分行接到了郴州
某有色金属加工厂600万元的贷款申请，在审批过
程中，发现该加工厂存在生产环境不达标等问题，
立即叫停。 近三年，农行郴州分行先后否决了7笔
类似存在环境风险的信贷。 今年前3季度，该行压
缩煤炭、纺织、有色金属行业贷款2.5亿元。截至9月
底，该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6.6亿元，较年初
减少2.1亿元。

对“绿色”行业贷款做加法。 支持水环境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绿色”产业发展，将信贷资源重点

投放污水处理、循环经济、环保等行业。 如，投放固
定资产贷款1亿元，支持桂东县城乡垃圾分类综合
处理项目，建设15座中转站， 512座垃圾收集池，
促进桂东县城乡生活垃圾向“减量化、 无害化、
资源化” 目标迈进。 近三年， 该行累计投放“绿
色信贷” 资金15亿元， 先后支持桂阳县西河治
理、 桂东县垃圾分类处理、 临武县饮用水、汝城县
城乡排水一体化等项目。 至9月底，该行绿色信贷
余额达10.6亿元，与去年底相比，增长20.5%。

通讯员 罗江帆 陈培志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金秋时节的香格里拉，层林尽染，格外美丽。
位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格咱乡东部大

山深处的湘投国际民和浪都电厂，生产有序，安静
祥和。

2006年7月，在香格里拉最为“原生态”的浪都
河上，湖南国企湘投国际为了支援藏区建设，改善
藏民生活， 开始建设浪都水电站，2009年9月一级
电站投产发电。

10年来，湘投国际总投资约6亿多元在雪域高
原建起6座梯级水电站，共完成上网电量约22.61亿
度，投产运营后累计上缴税费约6200万元。

浪都河为金沙江三级支流， 流域面积内海拔

5000多米的山峰就有10多座， 连氧气都不愿意停
留；一批批湖南人不惧山高路陡，克服高寒缺氧，
来到雪域高原建起的6座小水电站像一颗颗“小明
珠”为藏区百姓点亮万家灯火。

浪都电厂， 距离最近的城市有120多公里，交
通十分不便，条件艰苦。

说起电厂建设的艰辛， 浪都电厂总经理杨冬
荣感慨万千：“电厂在安全生产和经营方面遇到的
困难难以想象， 最主要的是电能难以送出和电价
偏低， 电厂所处迪庆州片区电网设备设施建设滞
后， 电能外送能力有限， 丰水期窝电情况非常严
重。 ”他两度到浪都电厂工作，经历了电厂最艰难
的初始建设和生产运营阶段。

电厂检修部自2010年成立以来，从当初的4个

人到现在的19个人， 主要负责电厂17台机组的大
小维修、养护工作。 年近60岁的副班长陈秋云工作
任劳任怨，脏活、累活、有安全风险的活总是走在
最前面。 他说：“为了做好检修工作，大部分员工很
少休过公休假，特别是大雪封山期间，不能出山，
整月吃不上青菜。 ”

毕业于湖南大学的电厂财务总监刘娟， 入职
湘投国际不久，就被派往浪都电厂负责财务工作，
一干就是10年，从20多岁到30多岁，把人生最美好
的时光奉献给了电厂。 她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
特殊照顾的要求，克服各种困难，忍受剧烈的高原
反应。

浪都村村委会主任义批(藏族)介绍：“我们村
共有114户藏族村民，以前是深度贫困村，自2009
年电厂投产发电之后， 电厂给所有村民限量免费
供电，帮助村民利用清洁电能发展相关产业，脱贫
致富，现在浪都村已脱贫。 ”

农行郴州分行大力投放“绿色信贷”

产业贷款做好“加减法”

“小明珠”点亮雪域高原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梦琴

金秋十月， 浏阳市龙伏镇黄桥
村精准扶贫产业项目———锥栗基地
200亩锥栗进入丰产期。 漫山遍野
的栗子树郁郁葱葱， 毛茸茸的栗果
结满枝头，栗农们忙着采摘、装运栗
果。

2011年，一场大火让黄桥村洪
山片200亩山地成为荒山。 村里先
后尝试种植不同品种的树木进行绿
化改造，但因土地贫瘠、干旱缺水，
树木难以成活。

如何解决火烧山土地撂荒问

题，成了黄桥村村支两委的“心病”。
2016年，事情有了转机，黄桥村作
为省级贫困村， 在长沙市扶贫后盾
单位与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决
定在荒山上种植耐旱耐干的锥栗。

“我们先后引进了‘华栗1号’
‘华栗4号’锥栗，树苗成活率很高，
也长得很快，第二年就开始挂果。如
今啊，洪山片的火烧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黄桥村干部张翕和介绍，种
植锥栗， 不仅解决了村里16户贫困
户就业，每年还能给村集体增收10
多万元。

在基地采摘栗果的贫困村民熊
次平说，他干一天活有120元收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龚卫国

10月20日，芷江侗族自治县三
道坑镇五郎溪村，20多位村民在羊
肚菌种植合作社忙着制作菌棒，欢
声笑语不断。 62岁的村民周贵香坐
在小板凳上，将配制好的羊肚菌培
养料搅拌均匀， 装袋扎紧码齐，动
作娴熟。

当天， 记者来到五郎溪村，感
受到该村脱贫摘帽后，村民心中的
喜悦。

谈起过去，村民周贵香眼含泪
水。 她儿子遇车祸去世，女儿远嫁，
丈夫患有脑溢血后遗症。 精准扶贫
启动后，周贵香家成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 村党支部书记田昌英牵挂着
周贵香，时常找她谈心，帮她重拾
生活信心。 2017年，村里成立合作
社，发展羊肚菌产业。 在田昌英鼓
励下，周贵香两口子来到合作社务
工。

“我做工一天80元，我老伴一
天100元，一年下来能赚2万多元。 ”
周贵香说，感谢党和政府，口袋一
天天鼓起来， 生活一天天变好，她
对过上美好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田昌英介绍，合作社在村里种

植羊肚菌600亩， 固定务工村民20
人，半年以上务工村民110人，合作
社让全村358户村民户均年增收
8000元以上。 除了羊肚菌，村里还
发展了蓝莓、金银花等生态产业。

与羊肚菌种植合作社一路之隔
的扶贫车间里，56名村民正在流水
线上紧张忙碌。 这间今年2月投产
的车间，是从深圳引进的，制作LED
电子产品，产品远销新加坡、土耳其
等国。

正在给LED灯带贴背胶的周春
珍，埋头认真干活，笑容挂在脸上。
在她边上不远处， 她丈夫谭厚成在
忙着给成品打包装箱。

“脱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群
众。 ”田昌英介绍，周春珍是个聋哑
人，其丈夫在智力方面有点问题，是
村里关注的重点贫困对象。 经过培
训， 谭厚成夫妇在扶贫车间实现了
稳定就业， 两人月工资加起来有
4000多元。

五郎溪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
村，2014年，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42户 518人， 贫困发生率高达
29.3%。 经5年脱贫攻坚，如今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 去年底，全村135户
501人摘掉了贫困帽，贫困发生率下
降至1.02%，整村脱贫出列。

精准扶贫在三湘

黄桥村：火烧山上锥栗香

五郎溪村：产业兴旺村民笑

生态草莓促增收
10月22日， 资兴市唐洞街道石鼓村，

村民在管护草莓。 去年，该村流转20余亩
闲置土地种植良种草莓，每亩收入达10万
元左右，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
增收。 近年，资兴市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以及东江湖旅游资源，引导农村群众发展
草莓、火龙果等特色产业，吸引游客前来
采摘，促进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朱孝荣 李铁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