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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陈姣）6月正是杨梅丰收季。邵阳城步苗族
自治县大木山杨梅基地的15万公斤杨梅无需
像往年一样苦寻销路。 今天在长沙举行的精
准扶贫（城步杨梅）产品推介会上，电商和邮
政快递伸出援手，让城步杨梅可最快1天内到
达消费者手中。

该县商务局局长马忠华介绍， 城步杨梅
因其特有的地域和气候优势， 具有汁多味甜
等独特的市场价值。以往，城步杨梅的销售模

式主要为传统零售、批发，导致销售周期长，
耗损率较高，影响农户生产效益。

为根本解决杨梅滞销的难题， 该县牵手
湖南首家乡村新鲜货直购平台“搜农坊”，以
及中国邮政旗下的生鲜电商平台“极速鲜”，
为城步杨梅搭上“电商快车”，走向全国市场。

据介绍，城步杨梅将在“搜农坊”平台销
售，“极速鲜”快递将发挥邮政EMS优势，通过
冷链车将杨梅运往全国主要城市。 湖南省内
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后，最快可在1天内收货。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围绕“发展产
业脱贫一批”的目标，在全省51个贫困县推
进“电商扶贫”专项行动。省商务厅将给予每
个贫困县100万元、 非贫困县50万元的资金
支持。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
天胜）“中车株机制造的轨道交通产品既绿色又智能，
代表着轨道交通技术未来发展趋势。”6月12日，在云
南昆明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 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携一系列创新产品模型、 模拟
驾驶设备等首次亮相，受到与会专家及客户热捧。

展厅内， 中车株机主要展示了其出口印度新

德里的地铁、马来西亚米轨动车组，以及中国内地
用中低速磁浮列车、昆明地铁车辆、储能式有轨与
无轨电车模型等。工作人员介绍，此届博览会前，
他们已为印度新德里提供轻轨车辆， 未来还将向
印度新孟买和南亚其他国家提供地铁车辆。

据了解，近年来，中车株机海外业务比重逐年
递增，去年海外业务占销售收入三分之一。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郭芳 欧文艳）利用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优势， 发挥逆周期调节作
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
展。今天，记者从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
行获悉，截至4月末，该行支持湖南省
民营企业共计47户， 贷款余额170.37
亿元，占贷款总余额的29.35%；支持中
小微企业共计70家， 贷款余额191.19
亿元，占贷款总余额的32.94%。

由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具有自
身的经营特点和融资特点，该行在帮
助企业完善审批、报送、审贷等相关
材料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供融资建
议，辅导企业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债
券进行直接融资，向世界银行、德国
复兴银行等申请转贷款。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与多个市
州及省直部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
各级政府部门推荐的、 符合相关信贷
政策和业务条件的民营企业、 小微企
业优先给予融资支持。此外，还注重加
强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合作力度，通
过统借统还贷款平台最大限度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 先后与湖南湘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产业促进有限公司等省内优质平
台开展合作，为省内民营企业、中小微
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信贷服务。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通讯员 刘强 李平）初
夏，在新化县游家镇凉山村，家家户户都有种植的
杨梅林正在嫁接、 培管； 一条条田埂正在硬化加
固，80余亩可用于禾间养鱼的稻田逐渐成形，点缀
在山间不多的水田之间；东面山头，一片片荒土上
的杂草灌木被锄头、机械快速清除，种上一棵棵桂
花、罗汉松、金丝楠木等苗木；西面山头，近800亩
荒土正在勘测规划、清表整理，油茶种植基地正在
快速推进；在一片公益植保林间，5000余只散养的
半大本地土鸡正在林间觅食……

省人社厅帮扶凉山村，重在增强“造血”功能。省
人社厅帮扶工作队2015年4月进驻凉山村后， 累计
投入300多万元，修建了村级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
建设了8000多米联户路，改建危房26户，完成新一
轮农村电网改造……在村里基础设施改善后，省人
社厅党组要求，尽快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帮扶工作队和村支两委调研后， 将2016年确
定为“产业发展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并坚
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能人带动”的原则，确保
产业“建得成、稳得住、卖得出”。他们邀请省农科
院、 省林科院专家和县里职能部门， 到村实地勘
测， 最终确定了发展稻田养鱼、 生态养鸡以及杨
梅、油茶和高价值苗木种植等五大特色种养业。

帮扶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制定了《凉山村种养
补贴暂行办法》，鼓励能人带动，最大限度照顾贫
困户利益。在新化县城经营房地产的村民陈石勇，
牵头建立种植面积达800亩的油茶专业合作社，纳
入八成以上贫困户。 村支委杨建华和在外承包工
程返乡的陈历松，牵头成立苗木种植合作社，直接
帮扶3个组30余户贫困户……随着五大产业全面
铺开， 预计2016年凉山村84户贫困户人均增收
2000元，3至5年后人均年增收8000元。

“搜农坊”销售 “极速鲜”快递

城步15万公斤杨梅
搭乘“电商快车”
我省将在51个贫困县推进“电商扶贫”专项行动

特色种养业带动贫困户
省人社厅帮扶凉山村重“造血”

中车株机亮相南博会受热捧
其海外业务已占销售收入三分之一

湖南进出口银行
近三成信贷
投向民企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周云春）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水电
企业协会获悉，目前我省已建成的中小型
水电站达4800多座， 水电总装机容量达
1800万千瓦；水电站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水电总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五位。

省水电企业协会会长陈建华介绍，湖南
水电年发电量400亿千瓦时左右，占全省年
总用量的1/4强。但水电企业生存遭遇“冰火
两重天”，小水电受流域水量制约，其机组年

利用小时普遍低于2000小时，效益偏低，生
存困难。 尤其是早期建设的农村水电站，无
力依靠自身积累进行改造升级，设备设施老
化，能效逐年衰减，不仅浪费水能资源，影响
河流生态环境，还带来不少安全隐患。

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显示， 国家正在
开展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浙江、重
庆、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等6省(区、市)纳
入试点。目前，湖南已有989个农村水电站
纳入改造规划，并将获得中央财政支持。

989个老旧水电站
纳入增效扩容改造规划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高芳）“第十届国际巴特尔环境修
复大会” 日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
100余家参展单位中，永清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是唯一一家受邀参会的中国企业，受
到广泛关注。

据了解，巴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
利科研和发展组织，管理着世界各地许多
顶级国家实验室。由巴特尔发起的国际环
境修复大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环境
问题专业大会。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政府部门，环境机构，高校，研究所和商业
公司等不同背景的1600余名专家、 学者
和政府要员参会。

据悉，永清环保在中国的土壤修复领

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创造了多个全
国第一：第一个具有土壤修复成功工程经
验的上市公司，其自主研发的“重金属污
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填补了国内
空白，并先后承担数十项各种类型的土壤
修复工程；第一家海外并购土壤修复企业
的单位。2015年7月， 永清并购全球领先
的拥有上千修复案例的土壤及地下水修
复企业美国IST公司，具备了承担国际范
围修复项目的实力，从而奠定了永清在土
壤修复技术领域的领军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永清环保能作为此次
参展单位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充分表明
了国际顶尖环境组织和各国土壤修复专
家对永清的高度认可。

受邀参会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永清环保亮相国际环境修复大会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申福春）今天，省林业厅与中国绿化
基金会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共同出力，发动社会力量支持湖南的
生态建设、自然保护、生态文明发展等绿
色公益事业。

根据协议，省林业厅与中国绿化基金
会将共同出资搭建开放、便捷、透明的公
益性省级募资平台，并上线启动网络募款
建设运营工作。合作初期，双方将首先选
择湖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及公

众环境教育基地为主要试点范畴，以中国
绿化基金会正在开展的“物种100卫星跟
踪项目”为基础，设计并开展华南虎野放、
自然保护区生态扶贫和“重见蔚蓝”减排
净霾等一系列保护行动。

中国绿化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也是中国生态建
设与自然保护领域最专业、募集民间绿化
公益资金最多的基金会。此前，中国绿化
基金会已安排一批项目，支持湖南省对洞
庭湖麋鹿和候鸟进行追踪监测。

共建募资平台 支持绿色公益
华南虎野放或在湖南实施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中国房价行情
平台发布的中国城市租金排行榜，对全国
42个主要城市（省会、计划单列市和部分
经济大市） 的房屋租金进行了统计对比。
其中，长沙平均月房租为23.61/元平方米，
位列全国第29名。

对比发现，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一线
城市的房租在全国遥遥领先， 广州及杭
州、厦门、三亚紧随其后，沿海发达地区的
城市房租均比较高。

中部6省，郑州平均房租最高，单月租
金达到28.85元/平方米；武汉次之，单月租
金为27.94元/平方米；长沙位居第三。但长
沙房租涨幅高居中部6省首位，5月同比增
长了3.84%。

从房屋租金回报率看，长沙房屋租售
比为1∶278， 这意味着收益相对较高，房
东平均收租23年就能收回成本。按照国际
惯例，房屋租售回报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房
地产运行良好的重要指标， 正常范围在
1∶200至1∶300之间。

长沙平均月房租23.61元/平方米
中部6省排第三；但涨幅高居第一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6月13日至14日，由省质监局主
办的“质检为民，关爱视力，健康生活”湘西
行活动， 分别在安化县江南镇陈王完小和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启动。

此次活动是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实施的质监为民工程，旨在促使广大青少

年关注视力健康，养成预防为主的良好用
眼习惯，增进眼镜质量相关知识，拒绝伪
劣眼镜，杜绝二次伤害。通过此次活动的
宣传，呼吁广大青少年改掉不良的用眼习
惯，“关爱视力，健康生活”。此次活动共分
两期，计划为大湘西地区贫困学生免费检
测眼镜1000副。

省质监局为大湘西贫困学生
免费检测眼镜1000副

脱贫攻坚奔小康

峡谷长桥
6月12日， 张家

界大峡谷玻璃桥完成
桥面玻璃的安装。该
玻璃桥主跨 430米，
桥面全部采用透明玻
璃铺设， 开放后暂定
最大游客容量为800
人。

邵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