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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璇 小 晶 满 雄

深冬时节，从岳阳市区出发，沿着G240“最

美干线公路”一路向南，途经岳阳县荣家湾镇，

一眼望去，千亩油菜绿意盎然，凑近一看，叶上

还挂着未褪去的露珠。让人不禁联想到，来年

春回大地时竞相绽放的油菜花海……

近年来，岳阳县荣家湾镇党委、政府把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通过召开专

题会、座谈会、户主会等方式，对全镇农村人居

环境进行调研，投入 4000 多万元整治资金，下

派13个驻村工作队，形成“党委书记负总责，负

责干部牵头，联点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

组长包户”工作机制。围绕“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清清爽爽”的目标，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攻坚行动，让美丽荣城从

青山绿水中缓缓走来。

“空心房”拆到底，村容日日新

拆除“空心房”，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

攻坚的重中之重。

该镇欣荣村井赵屋场的老赵，对“空心房”

拆除抵触情绪强烈，驻村工作队、镇村工作人

员、村民理事会成员及亲友前后 14 次上门做

工作，最终使老赵心悦诚服地拆除了“空心

房”。

“原本破败荒凉的废弃厂房、无主危房，现

在都变成了平整、成片的田土，既增加了田土面

积，又可以种植农作物增收入，村容村貌得到极

大改善。”镇党委书记李德军将成绩的取得归结

为工作中的“三度”。

整治工作有“强度”。该镇党委、政府及驻

村工作队充分践行一线工作法，调动镇、村两级

党员干部攻坚积极性，激发村民主人翁精神，形

成攻坚合力，让“美丽家园，人人有责”的理念深

入人心，确保了空心房整治顺利推进，实现“处

处有党员干部，个个有理事会，事事有牵头人”

的攻坚局面。

“强度”确保了“速度”。全镇对标任务清

单，整合力量，深入群众做工作，以钉钉子的精

神推进“空心房”拆除。截至目前，全镇“空心

房”已拆除 1012 栋，合计面积 14.1484 万平方

米。在 7 月人居环境验收工作后，该镇被评为

“全市人居环境整治示范乡镇”。

“速度”的背后是“温度”。李德军说，“空心

房”整治对象中有五保户、贫困户，镇村两级党

员干部在“保障”上大做文章。根据政策争取修

缮资金，在新宅基地规划和资金上做到应保尽

保，利用社会力量确保困难群众居者有其屋。

垃圾有人管，村民个个乐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要改变村庄环境面貌，该镇从最基础的垃

圾治理做起。在紧抓垃圾分类，对保洁员队

伍进行培训教育的同时，以屋场为单位，张贴

宣传标语，出动宣传车和“村村响”广播不间

断宣传，正确引导，促使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

该镇制定了十分“严苛”的屋场评比细则：

房前屋后及公共区域不能乱倒、乱丢生活垃圾，

乱堆乱放杂物，随处保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各村综合理事会组织每月一次农户卫生评比工

作，对最清洁户在全村进行公示，并给予物质奖

励，对卫生不达标的给予批评，并实行党员“一

对一”帮扶。

此外，镇级层面严格开展月度讲评，坚持工

作与绩效挂钩，落实以奖代投政策。镇党委、政

府每月定期召开讲评会，通过播放 PPT，现场

直观讲明各村亮点与不足。对排名靠后的3个

村处以1万、8000、5000元罚款，村总支书记自

我批评并作表态发言；排名靠前的 3 个村提出

表彰，现场分别奖励2万、1万和5000元。对表

现好的联村部门和干部提出表扬并作为年终考

评依据，对配合不力的部门及干部进行批评，严

格兑现“红脸、出汗”的工作要求。

卫生评比，激励群众自主参与整治房前屋

后环境卫生，清理各村屋场、沟渠塘坝等陈年垃

圾，全体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并涌现出欣荣村的

胡铭大屋，友爱村的隋受九屋场、公诚村的吴伏

一屋场等“最美屋场”。

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在哪里，哪里就有党

员行动的场景；环境卫生的难点在哪里，哪里就

有党员攻坚的身影。“大家都自觉爱护村里的卫

生，环境越来越好了，出门就像走进了花园。”保

洁员彭岳时乐呵呵地说。

畜禽有去处，生活处处美

“养猪虽然赚钱多，但想想子孙后代，也要

为生态让步。”岳武村村民陶运保是养猪大户，

曾经年出栏1000头生猪。如今猪舍拆了，他承

包了20亩地，种上柑橘、胡柚等果树。

镇长孙荣华介绍，从 2018 年开始，东洞庭

湖沿岸 1000 米以内的生猪养殖场（户）全部退

养，牛羊全部禁养，家禽家畜围栏圈养。截至目

前，全镇共关停 223家养猪场，拆除面积达 9万

多平方米。

全力保护好、维护好青山绿水，是每一个荣

家湾人的使命和担当。

荣家湾镇，倚靠东洞庭，湿地广阔。畜禽养

殖带来的污染，无疑是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拦路

虎”。

冬日暖阳下，荣湾湖湿地公园人气十足，不

时有几只白鹭飞过。城市广场结合独特的湿地

景观，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从前，荣湾湖因

大面积的珍珠和畜禽养殖，曾是东洞庭湖畔的

一道“伤疤”。

“畜禽养殖污染的源头没有了，荣湾湖开始

了清理整治之路，目前已完成30万平方米生态

绿化工作。”岳阳县荣湾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

程部部长许成对笔者介绍，自开展湿地生态修

复工作以来，荣湾湖水质已恢复到Ⅲ类。

荣城无处不飞花

慧 芳 亚 平

多年来，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成为

制约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瓶颈。如何加强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岳阳市委、市政府提出，要立足普惠金融，提供

准公共产品，推进地方金融供给侧改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2019年 1月 31

日，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从 3 月 29 日“首担”落地，到 11 月底，公司已为

75 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意向金额 5.6 亿元，业

务覆盖了岳阳10个县（市）区。

一年来，公司一路风雨兼程、披荆斩棘、迎

难而上，将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业和“三农”，

打通了“融资”渠道，帮助民营企业翻越“融资的

高山”，给他们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走出了一

条具有岳阳特色的政府融资担保路径。

应运而生挑重担

“抵押物不足，要直接从银行贷款很难！”

“社会融资成本太高了！”……

完善金融服务，提高小微企业和“三农”融

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已迫在眉睫。

2018 年 2 月，岳阳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

市 场 化 运 作 的 政 府 性 融 资 担 保 机 构 体 系 。

2018 年 9 月 28 日，岳阳市政府第 20 次常务会

议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市财政局、市国

资委、市金融办等 14 个部门单位组成的领导

小组，正式启动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筹建工作。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要求，岳阳市

融资担保公司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资金的导

向带动作用，勇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坚力

量重担，引导、激励其他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要让企业有更多的获得

感，要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帮助。

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以

来，就树立“坚守好主业、经营好信用、管理好风

险、承担好责任”的核心理念，立足发展普惠金

融，不以营利为目的，全力打造政银担普惠金融

“铁三角”，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困境，实

现银行敢贷、担保敢担、企业贷得起、风险兜得

住。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还积极推动市、县两

级联动，共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确保 2020

年底前，实现县（市）区政府性融资担保全覆

盖。2019年 12月 19日，岳阳市政府第 36次常

务会议，同意下发《关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建设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全力推

动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到2021年公

司注册资本增扩到10亿元。

开拓创新优服务

面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缺信用、缺信息、缺

抵押物，贷款难的现状，融资担保公司如何发挥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安全“桥梁”作用？

岳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挚要求，融资

担保公司要解决不敢担、不快担的顾虑和问题，

精准服务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实体

经济搞好服务。

紧扣岳阳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市场

定位，公司聚焦服务重点，提出了“六围绕六促

扶”的业务方向，即围绕“2+10”重大项目建设

促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围绕园区发展促扶制

造业实体企业，围绕创新创业创造促扶科技型

成长企业，围绕开放兴市港口城市促扶出口和

商贸物流企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促扶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围绕金融新业态促扶新兴

产业和优势产业链企业发展。

发展之责、赤子之心。公司遵循“保本、微

利”原则，深化银担合作，把握好费率利率，实施

了“五项”优惠：担保费率不超过担保额的 2%，

对已注资入股的县市区融资担保单户500万元

以下的费率降至 1.5%，并逐步降低到 1%；贷款

利率执行基准利率上浮原则上不超过 20%；银

担双方不收取任何保证金和其他费用；单户授

信 500 万元及以下的放贷时间不超过 20 个工

作日；根据企业实际，逐步减少反担保措施。

合作才能发展。公司2019年4月1日起加

入了省再担保体系，与全市 13 家银行合作，获

得授信额度36.5亿元。

2019年，公司实现企业担保贷款的综合成

本最低为5.85%，最高没有超过7.22%。放贷时

间最短的仅 8 天，放贷平均时间最短的银行为

31 天。至 11 月底，为融资企业减轻担保成本

42.95万元。

创新引领发展。结合行业特点、创新担保

标的等，公司推出了“外贸担”“信税担”“中标

担”“精细化工担”等专项担保产品。产品落地

后，至今已完成中标担 3笔共 760万元；外贸担

2 笔 1500 万元；精细化工担 15 笔共 16000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公司重点支持了制

造业，特别是“2+10+20”项目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倍增企业”和各园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金额 33840 万元，占担保额的 63%。公司

董事长戴日升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还将通过

创新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针对性的担保产品，

为全市小微企业和‘三农’在抵押物不足的情

况下融资增信，解决他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

健全机制谋发展

基础牢，企业兴。

规范方能强基。公司坚持党建引领，设立

了党支部。公司推进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坚持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事、管人，抓

紧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内部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了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三

会一层”管理体系，设置评审委员会、薪酬委员

会和风险处置工作组，设立“六部门一分部一子

公司”，形成科学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

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公司充分借鉴外地

成功经验，结合岳阳实际，制定和完善规章制

度，强化内部管理，规范运作流程，促进了公司

稳健发展。

担保有风险。为了降低各类风险，公司建

立了“流程管理、双人调查、审保分离、集体决

策”的业务流程及评审原则，实施全过程风险管

理；设立了“融担沙龙”；拟定了业务“六条禁

令”，确保牢牢守住道德底线，确保资金和人员

“两个安全”。

人才是第一资源。公司从银行、担保公司

和律师、会计事务所等机构引进人才，着力打造

一支用心谋事、担当干事、团结共事，具有凝聚

力的团队。

凡事预则立。公司确立了“一主三化”的战

略规划，以融资担保为主业，迈开政策与市场相

结合步子，走担保全域化、经营多元化、公司集

团化之路，打造一个助力发展、主业突出、综合

金融、运行健康的现代金融企业。

2019年，公司迈开了政策化与市场化齐头

并进的步子，成立了市小微融资担保公司，专营

单户担保1000万元以下业务；积极探索设立国

有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公司还将与本土和外地

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探索设立产业基金等。

初心如磐显担当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当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践行者，以“政府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

企业生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市场规律就是我们的

定律”的责任担当，全力推动融资担保业务开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19年 3月 28

日，戴日升带领公司副总经理刘克仁、总经理助

理刘丰等人，深入湖南钜星复合材料制品有限

公司调研，正式拉开“全员做业务”活动的序幕。

钜星公司于 2016年 12月入驻城陵矶新港

区，因基地后续建设、自动生产线设备购置等原

因需融资。钜星公司董事长李波说，市融资担

保公司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帮助，家乡优良的营

商环境让他进一步坚定了在岳阳加快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湖南中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制造工

业微波高温加热设备的企业，2019年4月，接到

一笔大订单，急需200万元资金购买原材料。

如何让中晟尽快获得资金支持？岳阳市融

资担保公司总经理卢勇告诉笔者：“我们以‘订

单贷’的方式，为他们快速提供担保。”“不到 1

个月就获得了贷款，让我们按时按质完成了订

单任务。融资担保公司真是及时雨！”中晟财务

部长童盼来感激地说。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受市财政委托管理

5380 万元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该

项基金的分管负责人易新表示，一定要把市委、

市政府的政策红利转化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红

利。

在探索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中，岳阳市融资

担保公司与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合作，与

园区管委会及承贷银行达成一致意见，开创了

“4123”政银担合作模式。公司副总经理余莎莎

称，由省级及以上财政和省融资担保集团、融资

担保公司、银行、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

分别承担 40%、10%、20%、30%的比例进行风

险分担，有助于降低融资担保风险。戴日升表

示：“融资担保公司将当好政府的经济未来眼，

用一只眼睛发现‘美’，用一只眼睛辨别‘丑’，捕

捉和培育岳阳未来的‘阿里巴巴’。”

一年来，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从无到有、由

蹒跚学步到健步前行，初心如磐，书写着支小支

农支新的动人篇章。

为有源头活水来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纪实

——岳阳县荣家湾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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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湾镇欣荣村胡铭屋场。

乡村一角。(本文图片由荣家湾镇党政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