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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3月2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
者 李永亮）20余家企业申报转
产口罩；通过扶持龙头企业，有
力引领链上企业复工复产，全市
中小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85%
以上……3月21日，株洲市召开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暨温暖企业
行动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上下巧
干抢干100天，冲刺“双过半”。

株洲市深入调研发现，疫情
客观上加速了落后产能的退出和
转型，进一步开启了深化结构性
改革的“窗口”，医疗健康、智能制
造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
力。国家及省、市密集出台减税降
费、援企稳岗等措施，进一步激活
市场活力。“我们要保持一叶知秋
的敏锐，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方法来把握形势、抢抓机遇。”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现在离
上半年“双过半”刚好还有 100
天，必须全面动员起来、马上行动
起来。

当天会议，明确 2020 年株
洲市产业项目建设的主要目标：
全面对接省“五个100”，深入推
进项目攻坚、规范引领、园区升
级、设施配套、环境优化“五大行
动”，实施“五个一批”项目超过
1000个，确保全市重点项目年度
投资超过1000亿元。

为实现这一目标，株洲市将
在项目建设上再发力，谋划储备
一批医疗卫生、新基建、人居环境
整治等领域项目，确保东方新希
望现代化养殖循环产业园、新辉
开智慧车牌及医疗手术机器人等
200个重点项目、100个产业项
目开工。同时，加快引进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效应
强、成长性好的产业项目，确保全
年引进合同项目不低于300个。

株洲市突出纾困、减负和赋
能三大重点，扎实推动温暖企业
行动，已陆续出台“暖企10条”

“农业8条”等复工复产政策，确
保3月底复工复产率达100%。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澜）昨天上午，湘
潭高新区举行银政企合作洽谈签
约大会，8 家银行与 17 家企业现
场签约，授信总额超50亿元。

“受疫情影响，企业普遍存
在资金流、原材料短缺等问题，
企业复产复工受到较大影响，融
资难、融资贵更让不少企业感到
很大压力。”湘潭高新区负责人
表示，举办银政企洽谈签约大
会，通过政府搭台，促进银企有
效对接，让企业恢复和扩大生产
更有信心与底气，进一步推动园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仅2天时间，中国建设银行
就为我们放款 300 万元。不仅利
率只要 3.05%，中央财政还提供
一半贴息，解了企业大难题。”湘
潭市金诚纸业有限公司是当天
现场签约的企业。疫情防控期
间，因市场医疗物资原料紧俏，
金诚纸业紧急转产消毒纸巾，却
在原材料储备和扩大产能上面
临较大资金缺口。企业提交申请
后，建行湘潭高新支行仅用 2 天
时间，就为企业发放 300 万元的
最低利率信贷支持。

“当我们了解到，疫情防控
期间一批企业紧急转产急需信

贷支持，便高效完成了前期审核
和快速资金拨付。湖南永霏特种
防护用品公司申请的 1000 万元
授信，仅1天就到位，是最快的一
笔。”农行湘潭分行副行长周凯
歌介绍，目前他们共对接企业 53
家，接下来还将通过特色金融产
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各大银行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时期授信50多亿元，让企
业有了活水，有了信心。”湘潭高
新区负责人表示，园区将进一步
强化服务，提高银企对接成效。
同时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娜 殷娜娜）3 月
20日，株洲高新区发布《关于促进
产业链招商和产业链配套的十二
条政策措施》，力争在“建链、强
链、补链、延链”上取得更大成效，
点燃产业链建设“新引擎”。

株洲高新区作为该市产业
发展的主战场、排头兵，拥有轨
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
等三大动力优势产业。近年来，
又积极培育电子信息、新材料、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
产业版图完美呈现，产业链建设

初显成效。去年，在全省133个省
级及以上园区中综合评价稳居
第二。

早在 2017 年，株洲高新区便
系统构建产业招商和投资促进
政策体系，两年来已为企业或项
目兑现并发放奖补资金 5.29 亿
元。此次出台的 12 条新政，是该
高新区在原有政策体系上的全
面升级，包括产业链招商奖励、
产业链配套奖励及产业链建设
扶持三部分。

新政规定，产业链企业招商
引资，引荐方经营团队最高可获

100 万元奖励；产业链企业采购
辖区内其他企业自主创新产品
或服务用于本企业生产，可获最
高 200 万元奖励；产业链项目获
得各类基金公司投资的，经审查
后可获最高 200 万元奖励；鼓励
成立产业链行业协会，建立产业
链联合党委，最高可获20万元扶
持经费。

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黄继军告诉记者，新
政还首次提出对产业链企业引
进的外资直接投资企业，给予最
高10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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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银行与17家企业签约
50多亿元信贷助企业复工复产

疫线“掌灯人”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抗疫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鲁融冰
通讯员 彭浩 岳胜男 刘敏学

面对疫情，逆行的力量不断汇集，
振奋人心。除了白衣天使、藏青蓝、红马
甲，还有这样一群战士，他们用无私和
无畏，肩负起“掌灯人”的职责与使命，
让人们坚信，向光而行，总会春暖花开。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中，国网
常德供电公司一线员工正是勇往直前
的光明战士，为支援湖北和常德疫情防
控、企业复工复产，铸就了坚实的“电力
后盾”。

守望互助援湖北

“妈，听说最近很多人都出门踏青，您
去了没？”3月16日晚，逆行湖北已经26天
的胡登波，通过微信和母亲视频聊天。

胡登波是国网常德武陵供电支公
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得知支援湖北倡议
时，他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成为常
德公司援鄂保电队伍中，首批出征的 4
名队员之一。

“来之前跟家里说没事，说得非常
潇洒。”2月19日进入湖北省天门市，看
到车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胡登波坦言
心情复杂。

天门市有常住人口 120 多万，属于
供电“大户”。当地重点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的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连续多日超
负荷运转，保电任务迫在眉睫。

2月20日清早，胡登波和同事便投入
战斗。勘察现场、准备环境布局、确定接入
方式、操作应急电源车……工作流程并不
复杂。“但是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护
目镜随着呼吸变得模糊不清，实际操作中
行动笨拙了许多。”胡登波说，每天忙完，
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起来一样，脸上也是
护目镜留下的深深压痕。

由于工作地点紧邻医院隔离病区，
起初，队员们心里难免有些忌惮。但大
家做起事来，也就没什么怕的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胡登波70岁的母
亲却寝食难安，她愣是学会了微信视
频，每天都要和儿子见上一面。胡登波
心里过意不去，可他知道，湖北人民此
刻更需要自己。

隔空相护建医院

1月31日，常德紧急启动常德市第
二人民医院德山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项
目建设，用来集中收治全市的新冠肺炎
患者。

项目建设，电力先行。然而，2台630
千伏安箱变、1台环网柜、480米电缆顶
管作业及敷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施工
条件，给予电力配套工程建设的时间，
只有3天！

“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任务！”国网
德山区供电公司负责人庄严承诺。连夜
完成现场查勘、方案制定、物资筹备等
前期工作后，2月1日清晨，46名施工人
员投入紧张战斗。

在与时间赛跑的战场上，26岁的队
员黄里成了大家眼里最痴情的“傻小
伙”。新年前后，他感冒咳嗽，在医院诊

断无感染后，立即投身到项目建设中。
有人笑他傻，在这个敏感时期，正是在
家隔离观察、“带薪休假”的好机会。

“他的未婚妻在楼里呢。”有同事一
语道破“天机”。

黄里的未婚妻是常德市第二人民
医院的护士，担负着住院楼确诊患者的
护理工作。特殊时期，两人虽不能相见，
可黄里觉得，隔空守护心爱的人，也是
一种幸福。

无独有偶。该公司“电骡子”党员服
务队队长伍豪的妻子，身为感染科护
士，也在楼里战斗。疫情暴发后，夫妻俩
抛下年幼的女儿，各自投身抗疫一线。

伍豪、黄里所守护的，不仅是自己
的爱人，更是通过电力保障，替更多的
人守护亲人。

正是这份责任，该公司仅用52个小
时就提前完成了医院供电组网任务。疫
情防控期间，国网常德供电公司共完成
5家临时医疗机构、65处疫情临时检测
点的电源架设任务，彰显了国网速度、
国网担当。

雪中送炭助复工

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的关键时期，任丽华总是急人之所
急，想方设法为企业做好保电服务。

任丽华是国网桃源县供电公司调
度室的员工。3月2日上午，她接到中材
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倪家新
的电话，称厂里电气设备发生故障，无
法生产，请求帮助。

中材水泥拥有一条日产2500吨熟
料水泥生产线，年产水泥达100万吨。5
天前，工厂刚复工。

任丽华和同事杜明立即赶了过去。
经检测发现，该厂配电室内开关柜断路
器绝缘降低，对地放电，造成高压套管
二相连同底座烧焦，必须更换断路器小
车及套管底座。然而，厂里并未储备相
关配件，联系厂家后得到的答复是“最
快也要一周后才能发货”。倪家新一筹
莫展，心急如焚。

“您别急，我联系一下我们公司，看
有没有库存。”10分钟后，任丽华带来好
消息，公司刚好有相同型号的配件，同
意借给厂里使用。

“倪总，根据安全操作规程，10千伏
等级断路器在使用前，要做绝缘检测、
开关分合闸实验，安装后也要做检测，
这一整套流程必须走完，需要一定时
间。”任丽华耐心解释。

两天后，供带中材水泥厂的10千伏
热原I线304线路带负荷运行，生产设备
用电正常。倪家新噙着激动的泪水，紧握
着任丽华和杜明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据统计，为支持疫期复工复产，国
网常德供电公司共投入应急抢修及保
电工作 2134 人次，出动车辆 743 台次，
编制优化供电方案 87 份，消除故障
1000 多处，并分 3 个批次启动 13 个电
网建设项目复工。

工业园区，机声隆隆；大街小巷，万
家灯火。电力人的守护，总在你看得见
却不易觉察的角落，正如“掌灯人”，手
捧的那抹光明，便是让人踏实的希望。

开启产业链“新引擎”
12条新政推动产业链招商和配套

湘潭高新区

株洲高新区

株洲

锦江特大桥
13孔箱梁
架设完工
3月 20日晚7时，张吉怀

高铁麻阳段完成了锦江特大桥
13孔箱梁架设。位于麻阳苗族
自治县兰村乡的锦江特大桥横
跨锦江河，连接岩口隧道与兰
村隧道，全长约644米。张吉怀
高铁项目在麻阳境内全长
28.122公里，总工期43个月，
计划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张杰 王浩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李远根

一排排培养架上，层层叠叠的菌包
整齐排列；一片片蘑菇如云朵般绽放。
3 月 20 日，在双峰县走马街镇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的蘑菇种植车间，一
群“娘子军”正手脚麻利地采摘、修剪、
包装、称重。

响应产业发展号召，大泉村村民王
桂林，放弃长沙的建材生意，利用在道
县学到的蘑菇种植技术，创办了20亩
食用菌平菇基地。去年，随着集中安置
点的落成，他又将技术传授给搬迁户，

建起了扶贫车间，带领大家种植蘑菇。
“这个扶贫车间共600平方米，放

置14000个菌包，安置了20多名贫困
妇女就业。”该镇主管扶贫搬迁的干部
贺乐安说。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走马街镇共
确定易地搬迁对象 235 户、702 人，去
年全部搬进新房。“搬得出，还要稳得
住、有事做。我们在集中安置点引进扶
贫车间，把贫困户变为上班族，实现长
久收益。”镇党委书记王贵祥介绍，

“楼上住家，楼下上班，一边工作，还
能一边照顾家里。”

“没想到，搬进新房，镇里还安排
工 作 ，免 去 了 后 顾 之 忧 ，我 们 很 满
意。”贫困户夏丽芳一家 5 口人，丈夫
体弱多病，婆婆患有哮喘，还有 2 个
小孩读书，全靠她一人外出打工养
家。前年，家里 2 间小土房在一场大
雨中倒塌，只能租住村民家。“我现在
负 责 菇 子 的 采 摘 和 管 理 ，每 月 有
3000 元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比外出

打工强多了！”
贫困户王仁道是扶贫车间的第

一批员工，因丈夫去世，家里还有 3
个小孩照顾，车间对她按照计工分的
方式结算，平时照顾家里，闲时车间
务工。她说：“以前只能搞点家庭种
养，勉强过日子。现在不仅住进了小
洋房，还能居家、工作两不误。”

楼上住家、楼下就业，晒晒太阳、
搞搞劳动，走马街镇的易地搬迁户
们，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我们还要
加大后续帮扶力度，鼓励和引进更多
的扶贫车间，让群众安居乐业。”王贵
祥说。

精准扶贫在三湘

蘑菇车间绽笑颜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欣荣

3月17日，春雨淅淅沥沥，滋润着
大地。上午 9 时，衡阳县渣江镇赤石村
贫困户唐双抢到大棚里侍弄西瓜苗。看
着生机盎然的西瓜苗，唐双抢乐得合不
拢嘴。为了防止苗被冻坏，他细心地给
它们穿上“保暖衣”。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西瓜苗晚移
栽了一个多月。”唐双抢说，现在正值惊
蛰时节，是瓜苗保温的关键期，不能有

丝毫马虎。年逾五旬的唐双抢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近几年，在市县农业农村局
的帮扶下，靠种植“赤石西瓜”如愿脱
贫。

前段日子，由于受疫情影响，全国
实行交通管制，西瓜苗无法从山东寿光
运过来，望着光秃秃的大棚，老唐急了。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愁得睡不着
觉啊。”唐双抢天天担心西瓜错过移栽

的“黄金期”。
值得庆幸的是，1 月下旬，随着市

县农业农村局驻村工作组的到来，唐
双抢等村民担心的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

“工作组急村民所急，一边联系山
东育苗基地，一边请示市县两级疫情防
控指挥部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衡阳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经过多方努力，

西瓜苗在2月下旬成功抵达赤石村。
“多亏了驻村工作组的帮扶，西瓜

苗现在全部栽上了，我心里的石头总算
放下啦。”唐双抢乐呵呵地说。

“没有工作组的倾力相助，我们村
的30多个大棚这一季就要泡汤了。”赤
石村党支部书记付春发感激地说。

付春发告诉记者，今年，村里瓜田
面积超过400亩，预计亩产4000公斤
左右。按照每公斤 3 元的批发价算，总
产值约为400万元。贫困户仅此一项，
户均增收超过2000元。

“种下致富瓜，过上好日子”

湖南日报3月 21日讯（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文兰）记者今天从衡阳市
南岳区文旅广体局获悉，3 月 23 日起，
南岳大庙、祝融殿等室内景区景点恢复
开放，开放时段为每天8时至17时。

游客进入景区游览须出示本人身
份证和健康绿码，佩戴口罩并配合体
温检测。为严控人员聚集，景区实行分
段限流，分散式游览，对人员密集度实
时控制，日接待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

载量的 50%，瞬间流量不超过最大瞬
时流量的 30%。游客在购票、排队、景
区游览时，需保持 2 米以上距离，尽量
使用微信、支付宝等非接触型支付方
式。

1月23日，南岳区决定暂停开放南
岳衡山景区，是疫情发生后，我省第一
个暂停对外开放的 5A 级景区。2 月 27
日，恢复开放南岳衡山中心景区、万寿
大鼎等景区景点。

南岳大庙23日起恢复开放

迷迭香“长”出脱贫希望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挤破”盖在地上的黑色薄膜，一株
株迷迭香小苗欣欣然探出头。3月18日
8 时许，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田心桥村
贫困户陈伟东，早早地来到迷迭香种植
基地。

除草、培土、翻看幼苗，陈伟东忙开
了。陈伟东虽不是迷迭香的“主人”，但
从去年9月份迷迭香基地运行以来，他
一直在基地做工。1965 年出生的他，因
轻度精神智力障碍没法进厂打工，一直
靠着社会保障金和亲戚救助生活。

跟陈伟东一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田心桥村共有64人，其中绝大多数因残
致贫。2019 年 9 月，田心桥村村委会与
长沙市黄零苗木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
产业扶贫，流转田地 11.82 亩种植迷迭
香，吸纳当地贫困户就业。

“迷迭香就像韭菜，做这个活我比

较拿手。”陈伟东介绍，迷迭香每年可收
割两季，种植和收割旺季他就来基地做
工，每天报酬为150元。从去年9月份到
12 月底，他增加了 5300 余元收入。“除
了照料迷迭香，有时也会参加基地的挖
沟渠、修整边坡等零活。”

“家门口就能做事，既有收入，还能就
近照顾家里生病的妻子和小孩。”贫困户
陈松柏说，他家共有3人，此前自己在外地
打工很担心家人。如今，足不出户就可务
工获得收入，这让他满足不已。

雨花区还派出农机专家，或在基地
讲解，或开启“直播课堂”，解答他们的
种植疑惑。“我们希望贫困人员不仅能
就业，更能掌握好一门技术和手艺。”田
心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

目前，迷迭香已进入最佳生长期。放
眼望去，绿油油的迷迭香布满田间地头，
微风拂过，芳香扑鼻。20余名贫困户或中
耕除草、或挖沟培土，一片忙碌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