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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张旺 周晔 孔军 记者 陈淦璋）12
月8日至9日，“湖南首届中（国）非
（洲）城市科学论坛”暨“湖南省两型
社会与城市科学研究会年会” 在湖
南城市学院举行。 会上发布了我省
13个地级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
榜单，其中，郴州得分居首，其他城
市排名依次为长沙、株洲、湘潭、永
州、常德、岳阳、娄底、益阳、衡阳、邵
阳、怀化和张家界。

省住建厅于2017年4月对《湖南
省绿色城市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构

建》课题予以立项。省两型社会与城
市科学研究会承担这一课题后，与湖
南大学、湖南城市学院等省内高校合
作开展深入研究，让“绿色城市”这个
抽象的概念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

这份综合指数榜单借鉴国内外
经验，通过大量实地专题调研，采集
统计年鉴或官方公布的基础数据，再
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确定
指标体系的权重；同时，邀请省委政
研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社科
院、省两型办、省建筑设计院等相关
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开展论证，

最终测算出13个地级城市的绿色发
展指数。具体细分为绿色规划、绿色
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环境、公众环境
满意度、环保宣教普及率等指数。

省两型社会与城市科学研究会
理事长、 湖南城市学院校长李建奇
表示， 全省地级城市绿色发展综合
指数的发布， 为13个城市未来的绿
色发展呈现了明晰的目标体系和行
动路径； 为城市绿色发展的思路决
策、规划编制、项目建设、目标管理
等， 提供了一整套规范的技术数据
支撑和先进的测算模型保障。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江洪渭 谢阶志）芥
菜贷、花猪贷、小龙虾贷……今年以
来，农行湖南分行瞄准特色农产业，
通过“惠农e贷”，创新推出系列特色
贷款，助推特色农产业发展。今天，
农行湖南分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12月初，该行今年已累计
投放花猪贷、芥菜贷等“惠农e贷”系
列特色贷款27.7亿元。

湖南是农业大省，但农户在生

产经营中经常会遇到贷款难、抵押
难等问题。今年，农行湖南分行按
照“一县一特”“一行一策”发展思
路，瞄准粮、油、蔬菜、水果、茶叶、
水产、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通过
“惠农e贷”， 创新推出系列特色贷
款。农户发展特色贷款中的相关产
业，无需担保就可申请贷款。如，长
沙市望城区小龙虾产业跻身湖南
省“一县一特”主导特色产业名录
后，农行湖南分行积极对接，创新

推出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的“惠
农e贷”———小龙虾贷，为望城区小
龙虾产业首期授信3000万元；在炎
陵县推出“黄桃贷”，将政府提供的
100户黄桃种植户纳入“白名单”，
为他们发放了近700万元的“黄桃
贷”；在安化县推出“黑茶贷”，在华
容县推出“芥菜贷”等。据统计，今
年该行已通过“惠农e贷”推出30多
项特色贷款，有力助推了湖南省特
色农产业的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雪冰 易巧君 张完完

12月7日， 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怀化）建设推进会在怀化召开，
现场签约产业转移项目17个。

与之相呼应，距离怀化市中心城
区仅30分钟车程的中方县境内，从12
月初起， 一支支就业服务小分队活跃
在各个乡镇的赶集日，动员“老乡”在
本地企业上班。“打工不用去远方，家
乡就有好地方”的横幅标语深入人心。

产业转移搞得好，企业用工是关
键。已与中方周边4大工业园区的240
多家企业建立用工合作的中方县劳
动就业服务局，又在提前为新签约的
产业转移项目做好用工准备了。近年
来，该县紧紧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全力推进劳务协作扶贫工作。今
年，该县已连续8年被人社部评为“全
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县”。

连续8年当选，成功的奥秘何在？

给每个培训合格的求职
者发一顶红帽子

在中方县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
局，党支部书记赵友莲是工作时间最
长的，一干就是20年。

“中方县劳动就业服务局的前身
是劳动服务公司，1998年中方刚建县
时就成立了， 特别开辟市内职介、沿
海劳务两大重点业务板块。为了方便
广大求职者，我们特意选址租赁在离
怀化市火车站不过1.5公里的中心市
场。” 赵友莲介绍， 那时公司只有11
人， 其中6人还是临聘人员，“但就是
靠这‘11条枪’，我们帮无数的求职者
找到了工作。”

赵友莲记忆最深刻的是2016年在
深圳龙华美律电子厂， 一个叫田连松
的麻阳汉子， 一眼认出为推进劳务协
作前来回访的她， 这位老实巴交的苗
乡汉子，竟瞬间哽咽得说不出话。

“那时候帮他们找工作，不但要

向求职者仔细解释招聘信息，还要对
他们进行26个英文字母、职业道德等
基础培训，以便他们能顺利通过入厂
测试。”赵友莲回忆，那时她还需要像
导游一样，给每位培训合格的求职者
发一顶红帽子，再带领大家乘火车前
往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直到他们完
成相关考试、体检等入职手续。

那年， 田连松开心地向赵友莲
“汇报”说，自己从2000年初被介绍
进入美律，便一直在此工作，工资翻
了两三倍，还在厂里找到了女朋友。

中方县人社局局长丁勇军介绍，
这些年来，通过就业服务局送出去的
求职者中，不少人通过上夜校等方式
提高综合素养，转变成了白领，甚至
升职成为管理层人员，走上了曾经在
大山里想也不敢想的发展道路。

承接产业转移的内迁企
业很受求职者青睐

在距离怀化市中心城区仅30分
钟车程的中方县境内，2003年便迎来
了一个工业园———怀化工业园区，这
些年来，它已陆续升格成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区，并更
名为怀化高新区。

“怀化高新区位于中方县，既有
利于我县求职者就业，但如何帮助企
业招工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压力。”
中方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杨长贵
说，2012年， 他来到劳动就业服务局
工作，正赶上高新区迎来承接沿海产
业转移契机，企业纷纷落户，总投资1
亿元的金升阳（怀化）科技有限公司
便是一例典型。

“我们组织了4个就业服务小分
队，开着皮卡，举着喇叭，发着传单，
将金升阳要招人的消息撒遍全县各
个角落。”杨长贵介绍。

“公司当时需要六七百人，而我
们招来了近千人，给他们还储备了两
三百个劳动力。”杨长贵说，当地老百
姓也比较青睐这种内迁企业，因为管

理比较规范，工资和沿海地区差距不
大，且在家门口打工，下班和节假日
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和小孩。

“现在，在中方周边，就有4大工
业园区，近年来，我们的就业服务局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点放在
了省内转移上。” 中方县人社局局长
丁勇军介绍，目前，中方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总规模约6万人，今年，该县
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100多人，
省内转移的劳动力占了6成。

村级劳务协作微信工作
群有一两百个

打开中方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副
局长邓中的手机微信，映入眼帘的是
一屏又一屏的村级劳务协作微信工
作群，足足有一两百个。邓中说，局里
的工作人员都“候”在群中，随时接受
群友“骚扰”。

邓中介绍，近年来，他们以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信息系统作为
基础数据库， 全面启动并逐步完善
了“互联网＋就业＋精准扶贫”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目前，全县130个行
政村、15个社区居委会均建立了村
级就业服务站点， 有专门的信息数
据管理员， 并且均按要求建立了自
己辖区内的村级劳务协作微信工作
群。

桐木镇的吴其军，便是通过村信
息数据管理员“网”住的一名重点服
务对象。他曾因脑出血住院，出院后
留下了害怕嘈杂的后遗症。劳动就业
服务局将招聘会开到了镇上，他也没
信心出来找工作。

“但我们通过平台了解到，他家
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也非常想
要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邓中介
绍，他们直接上门，给他送去了当地
农业合作社的橘园管理员岗位。如
今，吴其军每天乐呵呵地在橘园中除
草、 修枝、 施肥等， 每月都能拿到
3000元以上的工资。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连续8年名列前茅

全国“示范县”为何青睐中方
全省地级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发布

郴州、长沙、株洲居榜单前三位

芥菜贷、小龙虾贷等特色贷款惠农助农
农行湖南分行为特色农产业放贷27.7亿元

12月10日，
长沙市万家丽路
月湖公园路段，
人行天桥建设项
目已基本完工。
该桥下穿万家丽
高架， 全长近百
米， 桥体宽 5.6
米， 是长沙首座
位于高架桥下的
人行过街天桥，
计划本月底竣工
交付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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