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张尚武）
惊蛰春雷响，农民耕种忙。3月5日就是惊
蛰节气，今天召开的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
议部署，掀起春耕备耕热潮，确保粮食面积
和产量稳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2020年，湖南粮食种植面积要达到
6950万亩以上、产量595亿斤以上。按照

这一目标，粮食生产任务已分解到市州。稳
定粮食种植面积，早稻生产是关键。省里把
300万亩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任务下达到
市县，要求各地迅速落实到农户和丘块。引
导有条件的地方恢复发展双季稻生产，因地
制宜发展旱杂粮生产。全力遏制耕地抛荒，
确保水稻生产功能区至少种一季水稻。

稳定粮食总产，多措并举增产量。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推广以品种为核心
的关键技术，鼓励推广水稻简易场地旱
育秧、机抛秧等技术，着力控制直播，减
少除草剂过量使用。鼓励温光条件两
季不足、一季有余的地方发展再生稻。

实现粮食“双稳”，精准发力提效益。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在全省发展450万亩
专用早稻、1300万亩高档优质稻，调改10
万亩饲用旱杂粮为特色旱杂粮，进一步扩
大水旱轮作面积。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种
粮，力争30亩以上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
达到1700万亩。推进粮食生产社会化服
务，促进种粮节本增收。

湖南日报3月 4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陈海晏）随着春耕升温，农
业用肥迎来首轮高峰。记者今天从省
供销合作社获悉，供销系统旗下 7000
家门店敞开供应，春耕用肥可保无虞。

据省供销合作社调研数据，上半年
农业用肥主要集中在3月上旬至6月上

旬，用肥总需求 310 万吨左右，主要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3月上旬，
用肥量在30万吨左右，其中尿素6万吨
左右、复合肥24万吨左右。第二阶段主
要集中在 4 月中旬，用肥量约 120 万吨
左右。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5月中旬至
6月上旬，用肥量在160万吨左右。

根据省政府部署，省供销合作社牵头
做好全省春耕化肥供应，层层落实化肥供
需日报制度，完善紧急调运机制。常德市
供销合作社对接湖北已复工复产的农资
生产企业，紧急调运1.56万吨化肥，补足
缺口。各市州供销社积极与重庆、陕西、
山西等省的上游厂商联系，追加订单保障

后续供给。省供销社旗下的新三湘农资
公司，发挥农资供应龙头企业作用，与中
农集团对接，确保货源充足，承诺化肥保
量、保质、保价供应。

目前，供销系统旗下的7000家门店敞
开供应化肥。尿素、复合肥源源补充基层零
售网点，满足农民就近购买化肥的需要。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今天上午，省工信厅举
办了一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云上
对接会”，组织省中行、省工行、省建行、
省交行、长沙银行、招商银行和华融湘
江银行等7家银行在线开设直播间，详
细介绍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相关政策以及金融
产品，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云上对接会创新服务方式，通
过线上直播、视频展播、产品选购、
点播回看等吸引了中小微企业广泛
参与。短短1个小时内，直播区总观
看人次达 22.5 万余次，单个直播间
最高观看人次近7万。

“年产值约3亿元，产销顺畅，目

前提质增效需资金扶持，适合做贵
行哪种贷款？工厂在双牌工业园
区。”省建行在直播期间吸引了 3 万
多人次观看，60 多名网友在线上留
言，朱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看到留
言后，省建行马上安排辖区的分支
机构与朱先生进行对接。

北京银行、省邮储银行、长沙农
村商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
融机构专门录制了金融产品 VCR，
并发布在“小视频”区进行展播。

省工信厅详细讲解了2020年度
全省制造业产融合作“白名单”企业
政策，并为省级以上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开通申报“专属通道”，呼
吁企业抓紧组织申报。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陈龙 陶韬

在长沙汽车北站，5G云端智能消
毒机器人正在执行清洗消毒任务，不仅
可以自主避开障碍、上下电梯，还能自
动检查清洁效果、报告任务状态。一个
小时下来，机器人可以清洗消毒2000
平方米范围，替代了3至5名环卫工人。

5G+，为抗疫、复工注入“加速
度”。3月4日，省工信厅发布12个5G
典型应用场景和产品，通过5G+办公、
教育、医疗、热成像、超高清、机器人，在
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医疗救助、视频文
创、能源电力等多个行业领域，支撑服
务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有了5G支持，就诊不再受距离限
制。联通远程健康诊疗在省人民医院
等省内多家医院得到应用，疑似病患、
病人的视频影像、检查数据CT图像、
核酸检测报告等，通过移动智能手机直
播传递到互联网云平台，平台内嵌的
AI人工智能引擎将进行影像识别，再
由医务人员在平台的直播与点播系统
中分析、诊断病情。

在湘潭市、益阳工业园区等多个
地方，5G热成像体温筛查大数据平台
通过人证合一功能，快速锁定体温异常
目标的身份信息，为疫情防控相关部门
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实现疫情可追
溯、可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

5G 网络的大带宽、低时延等特
点，让办公效率不受疫情影响。桂
阳县政府通过5G天翼云会议平台，
与远在上海、苏州等地的 12 家企业
完成了一场无接触签约。疫情期
间，湖南移动云视讯已累计支撑 70
余家党政单位，覆盖5131个会场，约
20 万人员使用；移动办公云保障了
5000 余家政企单位、11.6 万多名用
户的疫情防控、线上办公需求。

5G智能无人机在空中盘旋，20分
钟可消毒1万平方米，让复工变得更安
全。国网电力的5G智能巡检机器人，
可在多种复杂环境下作业，并将高清全
景视频实时回传，让企业用电有保障。

疫情导致各地学校推迟开学，湖
南联通打造的5G在线教育云课堂，集
数据填报、专项发布、宣传管理、在线教
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全省14个市州
共有218所学校部署直播类和资源平
台类服务，覆盖教师、学生超过50万
人，实现停课不停学。

不少观众期待的电视节目，因为
有了“云录制”，依然可以精彩上演。近
日，在湖南卫视一档综艺节目的云录制
现场，湖南有线5G智慧内容生产平台
提供了画质更高、延迟更低的视频实时
回传，保障了多地、多团队录制不同场
景的呈现效果，为疫情下的人们带来了
更多欢乐。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余蓉）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了解到，因
教育系统普通医用口罩特别是儿童口
罩需求量大，市场供应不足，湖南省发
展改革委正在抓紧衔接有关企业转产
增产，届时省教育厅将根据全省统一调
配方案，组织各市州、各高校分别统一
采购并组织发放到位，有序保障师生口
罩供应。

省教育厅要求，全省高校和中小学

（幼儿园）所需必要的防控物资和经费，
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高校和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保障，不得向学生收取
任何费用。

为畅通供需对接渠道，省教育厅前
期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系协调了
一批防控物资采购保障门店、医药流通
企业和相关生产企业，供各地、各高校
自主采购、订购或团购。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

按照属地原则，积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
政府支持，在实现疫情有效控制的基础
上，及时将教育系统纳入疫情防控物资
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根据本地、本单位
开学后急剧增加的防疫物资需求，及时
加强疫情研判和物资测算，特别是针对
学校开学物资需求激增可能导致市场
断供的情况，科学合理制订错时错峰开
学方案，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提前、有序
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工作。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刘灵宁）今天在长沙
召开的全省市场监管暨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透露，全省加大“证照分离”

“多证合一”“证照联办”改革力度，39
项高频证照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市场主体激发新活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通过创新容缺受理、免费帮代
办、“领照即开业”等举措，全省企业设
立登记网上办理率达54.9%，企业开办
平均时间压缩到 3 个工作日以内。全
省日均新增市场主体达2140户，日均
新设企业达 558 户。岳阳市商事制度

改革获国务院表彰激励，长沙市在全省
优化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第一。

产品准入改革力度加大，药械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提速。全省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种类由24类压缩至10类，31种产品不
再实行强制性认证，27种产品转为企业
自我申明。21个药品批准文号通过一致
性评价，其中6个品种为全国首家通过。
湖南药品处方工艺信息采集成功入选全
国试点省份。永州市零售药店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实现“五证合一”。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欧阳锋）今天，记者从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
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湖南煤监
局联合下发《湖南省高危行业领域安
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决定从现在开始
至2021年底，在全省启动高危行业领
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推动提升
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

《实施方案》明确，高危企业在岗
和新招录从业人员须全部经培训考核
合格后才能上岗，所有特种作业人员
须持证上岗，高危企业班组长要接受
安全技能提升培训，化工危险化学品、

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金属冶炼、
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从业人员中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比例要达到30%以上。

推动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
升，我省将遴选培育3个左右安全技
能实训和特种作业人员实操考试示
范基地，2个以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示范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3家以
上安全生产产教融合型企业，夯实
安全技能培训基础。

《实施方案》要求，高危企业要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开展在岗员工
安全技能提升培训，严把新上岗员
工安全技能培训关。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全省依法严厉打击野
生动物违规交易违法行为，从重从快查
处一批案件。2月29日，省市场监管局
公布最新一批涉嫌违法违规交易野生
动物的案件。

1月27日，桃源县市场监管局联合
县林业局，对该县漳江街道姚公潭村谢
某家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死体黄鼬
21 只、死体竹鸡 24 只、竹鼠 3 只、死体
斑鸠2只、野鸡1只、猪獾1只。谢某构
成非法经营省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案。
2月7日，桃源县市场监管局联合

县林业局，对该县桃花路农贸市场曾某
经营门面及仓库突击检查。现场查获
死体黑蛇4条、野猪肉2.5公斤、死体环
颈雉22只、死体野兔1只、死体鹧鸪鸟
2只。曾某构成非法经营省保护的“三
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案。

2月10日，绥宁县市场监管局联合
县森林公安局、县林业局，对绥宁县农
家特产店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龙伍
妹店内有干七彩野鸡、干青蛙、干黄蛙、

野山羊等野生动物制品。绥宁县市场
监管局对当事人龙伍妹立案调查。

2月11日，祁阳县市场监管局对祁
阳顺意海鲜水产店执法检查，在该店仓
库内查获有大黄蛇 46.5 公斤、乌梢蛇
28.5公斤。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上述
野生动物的检疫证明、进货票据等合法
来源证明资料。祁阳县市场监管局依
法将查获的蛇封存。目前该案正在调
查处理中。

湖南严禁野生动物进入农（集）贸
市场，严禁任何野生动物交易经营行
为 。 已 检 查 农 贸 市 场 和 农 村 集 市
106667 家次、网络经营第三方平台
4952 家 次 。 累 计 监 测 网 站 网 店
376857 个次，督促屏蔽（下架）相关信
息12202条次。

从销售端
到田间地头

湖南建行护航“菜篮子”“米袋子”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金李 吴梦）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建行作为主承销商，3月3日
为步步高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单2A级民
营企业疫情防控中期票据，共募集资金7
亿元，用于农产品和生鲜采购等项目。

疫情发生以来，步步高集团千方百计保
障民生需求，各商超始终坚持开门营业，并且
向社会公开承诺保供应、不涨价。同时，加大
从云南、广西、山东等省份进行农产品物资采
购，对猪肉、蔬菜、水果由重点供应商实行日
配。步步高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成功发
行中期票据可谓“及时雨”，缓解了资金难题。

农时不等人。从销售端到田间地头，
建行千余名客户经理与逾2万户涉农存量
信贷客户对接，一户一策采集企业信贷需
求。南县顺祥公司资金流动性不足，建行
南县支行迅速为该企业新增授信1500万
元，有效支持了春耕生产。湖南鑫广安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急需流动资金用于猪饲
料等原材料采购，建行长沙华兴支行急事
急办，1亿元乡村振兴贷款迅速发放到位。

截至目前，湖南建行已向 1000 余家
县域小微涉农企业发放贷款近6亿元，储
备乡村振兴信贷需求近百亿元。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高翔）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我省首单“人身险+财产险”的
复合型“复工险”花落岳阳。记者今
天获悉，湖南财信金控集团通过旗
下吉祥人寿和长安责任保险湖南分
公司在岳阳市临港区推出企业复工
复产综合保险方案，支持企业促生
产稳发展。目前当地已有 5 家企业
购买该保险，参保员工逾5000名。

该“复工险”具有“人身险+财产险”
双重优势，涵盖感染以及确诊新冠肺
炎、员工意外、生产损失等保险责任，化

解企业因新冠肺炎疫情遭受的损失风
险，保障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该“复
工险”通过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的有效
结合，由财政补贴保险费的70%，企业
自主承担保险费的30%，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减轻企业经济负担。

疫情发生以来，在省财政厅部署
下，湖南财信金控集团指导吉祥人寿
发挥保险专业工具能力，相继为援鄂
的湖南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养老服务
人员，省内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等6类群
体共计36.94万人提供保险保障，积极
缓释社会抗疫风险。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吕云祥）新冠肺炎疫情对
文旅企业的冲击比较明显。北京银行
长沙分行昨天透露：该行第一时间落
实“金融支持文旅企业战‘疫’专项服务
方案”，疫情期间已为湘潭昭山城市海
景水上乐园有限公司等13家文旅企业
提供贷款金额4268万元。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依托“文化金
融”特色品牌，投入大量信贷资源支
持了我省文旅企业发展。此次应对
疫情，北京银行长沙分行出台专项服

务方案，针对符合该行政策支持范畴
的文旅企业，通过放宽担保条件、提
供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今年 1 月 21 日，该行用最快
速度为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
有限公司落地 1000 万元授信。该
行还设立绿色审批通道，2月11日为
湖南山猫吉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了三年期贷款140万元，2月21日
为常德同元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紧急发放贷款110万元，努力减轻企
业的资金周转压力。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刘灵宁）每天出动监管执法
人员逾1.3万人次，累计检查集（农）贸市
场、超市、餐饮单位、旅游景区等市场主体
131万家次……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
市场监管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透露，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多措并举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市场监
管系统累计检查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

5724家次，督促药械经营单位开门营业
20837家，受理投诉举报21847起。部署
开展联合“三打”专项行动，查处野生动物
违规交易、哄抬物价、制售假劣防护用品
等违法案件813件。指导圣湘生物试剂
盒、永霏医用防护服、阳普医疗口罩、国发
精细化工消毒液等一批重点防疫物资快
速通过应急审批、投放市场。

疫情期间，食品安全备受关注。全
省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米、面、食用油、乳

制品、畜禽肉、蔬菜、水产品、水果、鲜蛋
等 25 个细类食品、229 个检验项目共
计350批次抽检，保障“米袋子”“菜篮
子”安全。

打出政策“组合拳”，帮扶企业复工复
产。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应对疫情服
务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通知》《优化营商
环境三十条》等多项举措，简化优化政务
服务工作、支持企业恢复扩大产能、化解
企业经营运行难题。加大农资市场质量
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涉农违法行为，保障
农资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维护农资市场
秩序和民众切身利益。

中小微企业融资“云”上对接
省工信厅组织 7 家银行在线开直播，

一个小时吸引22万余人次观看

5G+，为抗疫复工注入“加速度”

湖南启动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高危企业新招录人员
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财政补贴70%保费，
企业承担30%保费

湖南推出首单复合型“复工险”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精准纾困文旅企业

掀起春耕备耕热潮
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定

春耕用肥迎来首轮高峰
7000家供销门店保质保价供应

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湖南省教育系统将统一采购口罩
有序保障师生口罩供应，不得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全省市场主体激发新活力
39项高频证照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湖南公布一批
涉嫌违法违规交易野生动物案件

强化市场监管 护航复工复产

3 月 4日，湖南佳林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作人员在监控全
自动高速口罩生产线的
运行。当天，该公司引进
的口罩生产线顺利完成
调试正式投产，日产量可
达到43万片，单条口罩生
产线的产能在长沙地区
排首位，公司计划全力加
速生产，增援抗疫一线。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首条
全自动高速

口罩生产线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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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侨联与建行湖南
省分行全面合作

授信68亿助力侨企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向行军）今天下午，省侨联与中国建设银
行湖南省分行举行全面合作签约仪式。根
据协议约定，建行湖南省分行将安排68亿
元的意向性融资，用于向涉侨企业及相关人
员提供对公金融服务和专属个人金融服务，
助力防疫抗疫、复工复产。

据悉，我省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约
120万人，侨企500多家。在此次疫情期
间，海外侨胞和侨企纷纷捐钱捐物，同全国
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战“疫”。与此同时，受疫
情影响，不少侨界中小微企业也受到一定冲
击和影响。双方将通过各级建行和各级侨
联实现全省联动，全面开展银企合作。疫情
期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就为侨企圣湘生物提
供了8000万元授信及400万元个人贷款。

2020年，双方将实质性启动“湖南省侨联
智慧服务平台”“侨胞之家特色服务区”“侨情调
查”等合作项目。除了为涉侨企业和个人提供
金融服务外，建行湖南省分行还将发挥自身资
源优势，依托建行大学“金智惠民工程培训计
划”，助力省侨联人才培养、业务培训工作。

农行长沙分行
为企业纾困解难

湖南日报3月 4日讯（通讯员 侯迎
记者 奉永成）对参与疫情防控的企业实
行贷款利率优惠、对因疫情影响导致还款
难的企业调整还款计划。今天，农行长沙
分行数据统计显示，截至3月3日，该行在
疫情防控期间已累计为各类企业发放贷
款35亿元，缓解了企业资金短缺难题。

农行长沙分行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存在资
金困难的企业实行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对
普惠型小微企业推行“限时办结”机制，提高办
贷效率。在加大线下放贷力度的同时，大力推
广线上服务，通过“纳税e贷”“抵押e贷”“链捷
贷”等线上产品，为企业融资提供方便。目前，
农行长沙分行已累计为500余家受疫情影响
的小微企业线上发放贷款4.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