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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申凤云 陈慧）“取
款再也不用去县城了， 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刷卡取钱。”11月18日清早，
新田门楼下瑶族乡鲁塘村村民盘礼
茂， 到村部光大银行助农取款POS
机上取出儿子转账来的生活费，顿
时满脸喜悦。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
新统计显示， 目前湖南助农取款服
务点突破6万个，基本覆盖所有行政
村， 农村地区人均银行卡持有量近

4张，每万人有ATM机3.74台、POS
机66.76台。农民“取现难、转账难、
刷卡难”已成历史。

在桑植县白石乡龙泉村， 村民
再也不用花10多元车费，乘车20多
公里到白石乡信用社办业务， 助农
取款服务点就在村口，存取款、参保
资金缴纳等随时办理。 今年桑植县
助农取款服务点交易笔数已达5.5
万笔，金额3155.6万元。以丰富助农
取款服务内涵为着力点， 我省鼓励
引导“服务点+”经营模式，促进服

务点与通信、电力等部门代办点“多
点合一”，在服务点开通通信及水电
费缴纳、 参保资金直缴、 信用卡还
款、交通罚缴、党费缴纳等功能，深
化综合惠农服务。

多项创新型助农取款服务受到
农户欢迎。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与
湖南联通、湖南银联携手，推出“金
湘通”，打造“金融+通信+商户”平
台； 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借助省委
组织部、 省发改委农村综合服务平
台， 以及省农业农村厅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 为服务点商户及周边村民
提供政务代办、 农技辅导、 生活缴
费、远程党教等服务。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刷卡转账、
支取各种惠农补贴， 全省农村地区
“营业网点+ATM自助银行+助农服
务点+互联网金融”四位一体的金融
服务新格局基本建成。省里继续推动
服务点转型升级，为商户提供融合刷
卡支付、扫码支付、云闪付等支付渠
道的资金结算服务， 普及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应用，助力农村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田冠华）易地扶贫搬迁后，
搬迁户最怕没土没田，收入减少。记者
近日从龙山县获悉， 该县通过加大财
政投入，创新扶持手段，确保有发展产
业意愿的易地扶贫搬迁户“一户至少
一业”，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在县城以外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区周边， 龙山县按照每户不少于
1亩的标准支持流转土地， 每个安置
区创办1至3个特色产业基地，由搬迁
户组建专业合作社或委托企业开发经
营， 让搬迁户通过务工、 分红获得收
益。 土地流转租金补助标准由相关乡
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租金
补助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连续支持5
年。跨村安置的分散自建对象，也按照
每户1亩的标准享受土地流转资金补
助政策。

县里加大力度支持扶贫产业开
发。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在油茶产业规
划区内种植油茶， 每亩奖补2000元；

在茶叶产业规划区内种植茶叶， 每亩
奖补1000元，分3年落实，茶叶树苗由
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

在30户（含30户）以上的集中安
置区， 每个安置区建立1个扶贫车间；
30户以下的， 每个安置区建1个扶贫
车间延伸服务点。 在县城安置且有意
愿在工业园区就业的搬迁对象， 县里
向每户至少提供1个就业岗位。通过长
沙对口帮扶、济南东西协作开发，该县
还争取到300余个工作岗位， 优先安
排搬迁户转移就业。

同时， 龙山县鼓励和支持搬迁户
自主创业， 确保符合政策的自主创业
对象至少能享受1项扶持政策。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截至目前， 龙山县已完成易地搬迁
安置3001户共12272人，任务完成率
100%，后续帮扶措施覆盖率也达到
100%。其中，直接或委托帮扶发展
产业受益 6985人， 转移就业受益
4780人。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曹
娴 见习记者 彭婷）今天上午，湖南省
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挂牌仪式在湘
潭市生态环境局举行。 这是我省首家
挂牌的驻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标志
着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式上收，
我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改革
落地推进。

生态环境垂直管理改革是党中
央、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
湖南省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一次全面、
深刻的底盘性改革和系统性重构。通
过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权责更加
明确、机构更加规范、任务更加明确，

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突破。

此次机构改革后， 市州生态环境
局实行以省生态环境厅为主的双重管
理， 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由市州生态
环境局直接管理。 上收市县两级生态
环境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职能，
建立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同
时， 市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上收到省
级，由省生态环境厅直接管理；县市区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上收到市级，由市州
生态环境局直接管理。组建市县两级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强化属地执
法，明确乡镇监管服务权限和责任。� � � �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灵宁）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保健品；看包装是否有“小
蓝帽”这一保健品特制标志；看清产
品成分说明……今天， 由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长沙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活动， 走进岳麓
区望月湖街道溁湾镇社区， 一系列
预防遭遇保健品经营欺诈的妙招现
场展演，并发出为消费者提供健康、
安全、高质量保健产品的倡议。

6月份以来， 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围绕“科学认知保健食品·明白
理性放心消费”主题，采取专家讲
座、现场解答、消费体验、主题班会
等多种形式，先后组织开展社区护
老、知识下乡、校园护苗、网络授
课、商超咨询等系列活动，举办保
健食品科普宣传2949场次，全省47
万人参与，提高了消费者特别是中
老年人对保健食品的科学认知、识
假能力和维权意识。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向曙
光介绍，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推行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严密组织食品监督抽查和执
法打假工作，开展食品安全的“护苗、护源、护
老”三大行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开展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
治，特别要督促广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生产
更多优质、安全的食品，促进保健食品市场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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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崛起玻璃产业
11月18日，株洲市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在不间断地运行。目前该公司已有5条浮

法玻璃生产线，日产能达3100吨，是华中地区品种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节能工程玻璃、太阳能光伏玻
璃生产基地。近年，醴陵依托旗滨玻璃项目，全面延伸玻璃产业链条，加速构建玻璃产业集群。玻璃产业
已成为醴陵市继陶瓷、花炮之后崛起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陈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