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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要 闻
提高扶贫开发精准性

18条新政投向大湘南

—我省拟立法规范扶贫开发工作
——

力推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湖南日报 9 月 24 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白培 生 李 秉 钧 ） 在今天开幕的第

三届湘南投洽会上， 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支持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 措
施》（以下简称 《政策措施》）， 涉及资
金、用地、环保、金融等8大方面共18
条措施， 力推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承接产业

转移面临新形势。“近年来湖南承接产
业转移发展趋势不错， 但面临的竞争
压力也在加大。”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
锋介绍， 国际上我们面临发达国家推
进实业回归、工业再制造，欠发达国家
低廉劳动力冲击的双重挤压； 国内兄
弟省市之间同样竞争激烈。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我省
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重地， 为进一步
优化投资环境，《政策措施》 围绕示范

区在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和瓶颈问
题，从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开放
平台建设、强化用地和规划保障、加强
环保支持、加大金融支持、加大口岸通
关等平台支持、人才和科技支持、鼓励
改革创新等8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18条具体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在很多方面有创新和
突破。 如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产业引
导资金用于支持示范区省级以上公共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实习生 郭子宁

服务平台、创新创业孵化园、生产生活
配套设施建设；对示范区内投资额2亿
元以上的重大项目优 先 保 障 用 地 供
给；建立环评审批时限“倒逼”和超时
责任倒查机制， 进一步缩短环评工作
时间； 支持各类商业银行适当向湘南
三市分行下放信贷审批权限； 赋予示
范区更多自主权， 省直相关部门在行
政审批、 公共服务方面最大限度地下
放审批权限等。

9月24日上午，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湖南
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进
行分组审议。该条例主要对适用
范围、责任主体、扶贫对象、扶贫
开发措施、 扶贫项目和资金管
理、 考核评价等事项作出了规
定。
委员们认为，我省制定出台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对于加大我省农村扶贫开发力
度，提高扶贫开发精准性、针对
性和权威性有着重要的保障作
用。

大湘南成开放合作新高地

第三届湘南投洽会
郴州开幕

实际利用外资、 进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占全省的
27.5%、27%和59.2%，

发布招商项目156个，总投资2000多亿元
湖 南 日 报 9 月 24 日 讯 （ 记 者
周 月 桂 白 培 生 李 秉 钧 ） 今天上

午，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投
资环境说明暨重大项目推介会、
第三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
易洽谈会开幕式（简称“湘南投洽
会”）在郴州举行。会上，湘南三市
共发布重点招商项目156个，总投
资2150亿元。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湘南投洽会由省政府主办，省
商务厅、省发改委以及郴州、衡阳、
永州三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投洽
会共设标准展位401个， 特装展位
26个，投洽会主题确定为湘南新兴
轻工业展品展，重点在新兴电子产
品及电子商务、新兴轻纺及工艺精

湖南日报 9 月 24 日讯（记者 刘文韬
实习 生 郭子宁）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
政府关于全省农村金融改革情况的报
告。报告显示，我省是全国农业保险品
种最多的省之一。
为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保障
农民利益，2007年以来， 我省创新农业保
障机制，大力推动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 我省农业保险已发展到9个险种，新
增了10个特色农业保险补贴品种，是全国

品、工美作品、新兴家居产品、智能
家电、新型家具类和节能环保汽车
等七个方面进行展示招商。
在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投资环境说明暨重大项目推介会
上， 湘南三市共发布重点招商项
目156个，涵盖基础设施、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生态旅
游等多个领域。
何报翔指出，经过4年的开放
发展， 大湘南已成为开放合作的
高地、项目建设的洼地、投资创业
的福地， 成为继长株潭经济圈之
后的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二板块，
成为对接粤港澳台以及东盟经济
圈的桥头堡。

湖 南 日 报 9 月 24 日 讯 ( 记 者 周 月 桂 )

郴州、衡阳、永州三市跻身国家级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4年来， 已成为湖南开放合
作的新高地。第三届湘南投洽会今天在郴
州召开，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
室在会上作了湘南示范区建设工作报告。
大湘南开放发展全面提速，正在成为
全省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极。2014年，郴
州、衡阳、永州进出口总额分别排全省第
2、3和7位，较2011年分别上升3位左右；郴
州、衡阳利用外资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2、
第3位， 永州2014年上升至第6位。2014
年，湘南三市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加工
贸易进出口分别占全省的27.5%、27%和
59.2%，除利用外资目标外，外贸和加工贸
易提前一年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示范

扶贫开发资金投入
向贫困户、贫困村倾斜

区建设第一阶段目标。
产业承接效果明显，主导产业集群逐
步形成，三市有色金属、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等产业已经成为全省千亿产业的重要
支撑。目前，衡阳市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
储能电池等产业集群；郴州市初步形成了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LED、有色金属等产
业集群，宝石产业发展迅速；永州市初步
形成了电子信息、轻纺制鞋、生物制药、农
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集群。
开放平台日益夯实，承接能力不断增
强。郴州铁路口岸、铁海联运、“无水港”、
香港直通车开通运营； 衡阳综合保税区、
公路口岸、“无水港”已建成运行，南岳机
场已顺利通航； 永州设立了公路口岸，正
大力推进“无水港”等的建设。

财力的投向是项目安排和
资金使用精准的前提。 目前，我
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小，行
业资金投入分散，涉农资金与扶
贫资金不匹配， 存在“撒胡椒
面”、“大水漫灌”现象，资金使用
效益不高。对此，条例草案根据
精准扶贫要求对扶贫投入作出
了规定，以确保扶贫开发资金投
入向贫困户、贫困村倾斜。
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扶贫任务，加大财政专
项资金投入力度。省人民政府应
当将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安排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省级
财政对贫困地区一般性转移支
付力度。对扶贫和涉农资金进行
整合投放， 重点投向贫困村、贫
困户，切实增加直接扶持到户资
金规模。

我省农业保险品种数居全国前列
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69.29亿元，受益农户1262万户次
农业保险品种最多的省之一，2014年，全
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0.11亿元，居全国第
5位、中部六省第1位。今年上半年，全省农
业保险赔付支出2.39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59%。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69.29亿元，
受益农户1262万户次。财政累计安排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资金82.26亿元，其中省级财
政占46.23%。此外，我省还建立了巨灾风险
准备金制度， 已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16亿
元。
据介绍，下一阶段，我省将继续推动农
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支持县域结合实际

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试点， 鼓励保险
机构探索开发商业综合性农业保险产品；
积极发展农民养老健康保险、农房保险、农
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农村小额人身
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 建立和完善财政支
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完善扶贫退出机
制 ，杜 绝 “ 争 戴 穷 帽 ” 等
现象
当前，贫困地区存在对扶贫
开发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贫困户
“等”、“靠”、“要”和“戴穷帽过富

日子”、“戴帽炫富”， 有的贫困
县、贫困村“争戴穷帽”、“只愿戴
不想摘”， 惰性慵懒思维方式妨
碍扶贫对象发挥脱贫致富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针对这种状况，条例草案对
扶贫退出机制作出规定。 一方
面，加强对贫困状况、变化趋势
和扶贫成效的监测评估，对贫困
户的统计监测实行年度动态管
理，对困苦村、贫困县的减贫监
测结果进行评估，达到脱贫标准
的， 按照相关程序办理退出手
续。另一方面，鼓励贫困户、贫困
村、 贫困县发挥主动性和创造
性，自力更生，立足自身实现脱
贫致富。对贫困县达到脱贫标准
并经考核验收如期或提前实现
脱贫的，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扶贫
优惠政策不变。

扶贫 开 发 信 息 须 向
社会公开， 接受 扶 贫 对
象监督
扶贫开发信息公开关系到
扶贫对象救济权利的实现和切
身利益的维护，是防范扶贫开发
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甚至产生腐
败的一项重要制度。条例草案对
此进行了明确。
根据条例草案规定，扶贫开
发优惠政策、经批准实施的扶贫
开发规划及年度扶贫开发工作
方案、年度扶贫开发项目及其审
批事项和实施计划、扶贫开发项
目竣工验收情况，以及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年度安排计划、项目内
容、资金使用情况等扶贫开发信
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扶贫
开发工作机构和有关部门均应
依法向社会公开，接受扶贫对象
监督。
此外，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
当接受贫困村村民会议、村民代
表会议、 贫困户和社会公众监
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
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有关单位
应当及时调查核实举报事项，并
依法予以处理。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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