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经济 12

!"# $%&

!"#$%&'()*+,-./01
23456789:0;.<=1> 45?
@A6BCDEFG-HA>IJKLMNO
PQRS0TUVWXYZ[\]^_`
a>bScdefghij45k:g$Z
&'(6lmnopqrst6q8c76u
vbSwxyz{|W}W~����r
�01���

JKLMQS����������
8�����������6�����}
��6 ¡¢£6¤¥¦§6¨©¢ªxyz
{}W�}«¬6�®¯®°6�±²³
´|µ¶·´¸¹6 ºHW»¼�op6H
´W»¼�»½¾¿6ÀÁÂÃ6Ä-¼�
ÅÆÇÈÉI�

'()*+,!-./01"
23!456"73!89:"

ÊËÌ/6 JKLMQSÍÎWÏW
BÐÑÒ°ÓÑQÔ°ÓÕ�Ö×6ØÙÚÛÜ
ÝAÞ¯@ß�Öoàá6Vâãä10ª
áå æ�çèW»¼�éêÖ×op>

ëì0í7î[ï�¼�ðñ>LMQ
SòÜW»¼�éêóô�õ6ökÑóô
~÷Ó6øùúû£«6üý�þzopÐÿ
!Ð"#ÐQRÐ�� ! 1®y·´ "# $ó
ô%±6 &÷���·[W'�}(àÐ&
)*+,ªÐ -./0QR123'465
6Súû7�8YZ�9«¬��6é:¼
�;46Ì»½¾¿ÐóôR<Ð=yÂ>Ð
ÿ?ÿ!Ð@Aop3BC6@|DþkE
FGH*FG�

ÜÝ0IJá¯¼�Õ����WÚ�
?ÚK�LMNOÕ�ëP60QRS0þT
ÚÛUVx9YZ£óÐWX>�YZ[X
ÜÝK�Õ�6\ÚÛK�Õ� !$ ;�tW
X�ÜÝAÕ�WÏWBÐ���]^_`
a&~b!6W�cdNefÕghÐig
jÐW'°BkElm3àá�WÚ^_ÐS
nophqx`rYZ£óbÑ:s�8
�Ð�����ÐÝn�ôqÓÑtªu?v
wÐ �x-.yzÓÑc{u?|_vwÐ}
~çèMNHLéêÓ3W� % ;�

ÚÛ0;K9¼����r�Wéóô
�¼�éê6WÚ^_ÐSnophÚÛY

Z[XÐZ�=«�6:s�9óô£«6Ì
{��}3�q&÷6Ì{z�}BCq�
?6�ìW»¼�éê«¬�6�6¼��
�6Ìã,���å��Â¼�»�

ÜÝ0`a¼���� LSYZ[X
7UVW$Z^_Ð gWX>�W$Z^
_èªK9¼�ÿ!6 è0���xyz
{}W~�6��W»¼�éê�9«¬�
ÚÛYZ£ó�?mnop�6 �L¼�
op��ÜÝAmnop6 ºH¼�op
���

��0h»Â���¼��¨�tLS
�� N¡Ð¢£Ð�õ¤3�¥�¦ê¦
AÑ¼�F�³§Ó3Ö×Ðmn¨© &## @
ª6ºHMQ¼�h´éê6��A«¬�
¼�h´�¨� ®&'(Ð'( (cde
¯k¼�m°6.k¼�&±²6³®´
µÐ¶·¸3@hÞ¯6z¹º�µÐ¹º�
�»¼6ü½�N60¾â¿W3op�ã»
oÀå6ÁÂqÃ�

bSVâcÄÞ¯�àá6è0�ÅH
AW»¼�éêÖo��Æ6�ÇAWXY
ZÈÉÊ«ÐËÌ�°Ð¼�F�Ð×�Í
»ÐÎ��µ�ã¶�Ïå6qéêÐÑJKÐ
�JKÐÜÒJKÐÓ�JKÐÔÕJK�
�AÂÖ�Yµ×ØÙ�

)*;<8=!>.?@"
AB!CDE"FG!;<H"

JKLMQSVâ»½Ú<��Ð¾¿
%±��ÐQR1<��7»½´H��u

ãÛ1��åææ��Ü¼�»½¾¿óô6
î[ )& 1Z�\ *& 1&÷¼�»½÷6\
Ý6 &)+ 1¼�»½�

tÞß31QàÚ�áûþ6bSWÚ
ëdAÑLMQS )#&, ËP&÷¼�»½

÷¾¿%±Ó6\ëdâ�¾¿%± &+) $6
øù«¬úûÐã0«¬�ÐWä«¬�ÐQ
R«¬�� gZ�xËåæÜÝF<Fç !
;6[&÷óôÌèª�,°Ðª�éêÐë
M�d3óôÜÝF<7ì,?6íµ6î
ïØð6ºHëPñò� �ªZ�=«�[
|µâ[�deìó6xË\ìóô× )##
õÍ;�

ö÷óôR<vJKLMQSÜÝ¼
�»½¾¿óô�01&÷�üÞß31Q
àÚø,6ÚÛUV3ùÐ�µúÐûÎú[
- 1ú¤Ð+ 1WX>�� )" ü&÷óôÐ
W»¼�éêóôÜÝxýèªA $ IR
26[ýþY3�Ð��®þÐ�Î®ÿÐª
�,°Ð1!1dÐ"#�X|µ3®yè
ªA "# õ;cdeR<�\kE7á6 &#
õü$~¾è��®6 ³R%&¾���
��

bS'�P&±(<ìóóô6Þß3
1QàÚ)U[`r'*Î[+èª(<
ìó6è8,-ô»éêxý6\(<ìó
ô× !) Í;� î["<ìóÐð÷R<Ðö
÷|µ�kE�0.ïFGÌè/,ïF
G6ÜÝ0ÿ��� xËèª¼���ÿ!
7K90ÿ "# ;�

Þß31QàÚ=«�»1ã"2z{
¢ªQR«¬6tö÷óô�ºH¼�»½
|¿6è0�ÅHA&÷3�7&÷�X�
¼�»½¾¿DE6Ä8Ì÷4y6ÌSZ
%&96ká5)YZ£ó\Ä6��¼�
»½¾¿9`7éý/68|MQ`r¼�
»½9¾¿:;� å

IJKLMNOKPQ!RST1"
FG!UVW"XYZ0[

�±¨³´|µ� JKLMQSf

./0-##& MN|µ�<¨³û=�Î>
Î6 ëdAÑMN|µB?ÓÑV®|µë
PÓ7UVgú¤ÑóôB?Ó6@AV®ë
P &* 16B®ëP &$" 16H´óôCD
7óôEF|µ6BGAª�ªq6�HA
ª�|µóô�úÕ´Ð ëP´7BG´
I��

�±¶·´¸¹� 0vøù¸¹¨³�
fJÐ LK�¸¹á¨7ËPóô~÷Ð&
÷óô¬ÎxZa=ËPK�¸¹¥¨�f
1�óô'4�>�K�á¨èªVL6M
NK�á¨ñ[DP[>�K�¸¹èª
Aå6³���âV«¬�X6[âV«¬
�Xèª¸¹Aå� Ov�±N´¸¹� ¸
¹�ªPåëAå� QRú¤ÐOS>��
óô£T6·´¸¹ü¥6[R0ü¸¹á
¨7¸¹'4ê¦�9åU�)v�ªåV
¸¹� ¸¹[+åq>�71�� W¸¹>
�å×Îú¤ÐXYú¤ÐWX>�)V�L
SúûüLùÐL�ZÚÛ¸¹�Ä86�
LSÚÛ�¸¹6LSUVóô�X7LS
gWX>�YZ[XüLSÚÛ¸¹�LS
gWX>�YZ[XÌ[�XügWX>
�ÚÛ¸¹� Vâé:¼0\ñò�K¸
¹ÐQRÐë0Ð]^è«¬_`q09�K
�¸¹Uë6 AdóôK�7�Î>ÎM
N6aèóôI��H�

Vâ�±¨³´|µÐ ¶·´¸¹6è
0�µÂAghb«V`6è0���Aó
ô«¬6é:Aãcµ7�=«Ðcµ7Ïê
dÐcµ7RêeÐcµ7�QRå�fªU
ë67�çágú¤gh7i�gh�7�
j"6 �EAUVYZô»).kÐã�l
må)noÐóô�p)¾�Ð,ª~)Å
H�

)#&, Ë6bSgüóôæ�çè6[�
øq� ÜÝMN�Hªá6krMNÐ¨³Ð

ðNÐ�s�êÐ1!1t3OPuv6>Î
wx�MÅ�� º)y©éê~P6ÚÛz
eJK{|}~Ð)V�)�Ð�´��½
�|(Ð ����� 1 1�Í�µ¨��
��y�ze��T© &- 1�ÌãJKy©Ð
��yMåq�G6ÚÛy©ô×t�9Ðð
�ÜÝç�àá *# ;6ÚÛ "# Íô×ÜÝ
AT©ô×�Cç�� xL ), Íô×��
7U�y�s "- 16$ Íô×�Ó��y
�s� ÜÝAãMN�Hè��åªá6�J
MQSLY��MN(ìb�è��àá6
$## õÍô×|µ�X6º��� ÚÛÜÝ
ãMN�J�´åàá 2 e6��ô×�X
))# �;6�EA��LLOx��� çè¨
³´��6�ÍSÐJSÐLS�×Ðó×Ð*
Î×¨³´ ÷:ü 3 16xL�Å�ÍÐ
ª×Ð�®¨³ &, ü6ô×¨³ $)* ü� Ú
ÛxL &!# @Íô×ÜÝAMN�s���
xL�ÅMN|µ9`�s>� "# Í�

ø,�<A�´�¡¢£¤¥¦-.
/0óô6 [ &&! §yz[+�ª¨[y
zx��6¥©¤¥¦-.�+����6
.ª§o & §[6«¬�EAã0®âÐ
+c¯Ð)�°å6±�AMe-.¥¨6²
w¶VâA�S-.!³� æ�çè´
µ¾}/0��ºHÿ1U7Q|6Rax
L &+ Íÿ1U7xZ¶·Uáÿ¸�Ú
Ò1tëM� ÚÛÜÝA¹yMNQRº
<6ºH[�é»¼�ðT½<6¾¿çè
ÀÁ»¼ÂÃ&}�{Äe°ª�60QÛ
S4½ë6ù�A4ÅMN6xË�µ4Å
qÆõqÇÈ�çèMQ×Îóô'É´6
[äÊËJK'É�Ì6 JKLÍÎ�Ï
r¦*Î�Ì³=ÊËJK|µ�?� b
S�Î*ÎµüxZèßL�Î�?6�
EAã0ÐzÑÐ0ÒÓµÐ0:V�å6Z
åµü�EAã0;cÔå6xZµü�
EAãÕ@Ô0;å�{Ä,ªãMQ³Öc
×c³åØÙ6��BGÚô³Ö6ÚÛÛ
Ö1dH1ðNÜ **### @ÌÅ6ñ[�
yMN1t !### @@;6 è8rµLn
ÝÞßÇ -$ ¼6ñ[ðNàá1d *- ¼6
rµâ &##46 fMQãä�+��A�
r6Ó�A(å�<A�

!"#$%&'()*+
!!!"#$%&'()*+,-./01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尹志伟 杨志）打赢脱贫攻坚战，湖南省农业
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湖南农担”)探索“农
担+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的模式，带动2.5万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前不久，财政部农业司对
该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去年3月，湖南农担改组后，相继设立111
个市县分支机构，与15家银行达成“8:2分险、利
率优惠、 免收保证金” 三项原则并实现有效放
款，累计新增担保项目5679个，担保金额48.24
亿元，支持农业产业，助推产业扶贫。

如何让贫困户参与农业产业链？ 湖南农担
着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 并在完善引导机制下

功夫，让建档立卡贫困户跟着新型经营主体，参
与农业产业链。公司董事长唐政介绍，公司先后
推出“粮食贷”“油茶贷”“生猪贷”“茶叶贷”“特
色贷”等“惠农担”系列产品，通过财政贴息贴保
费，降低融资成本，引导种养大户、合作社主动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贫困户参与产业链脱贫， 关键要分享利
益链。对“惠农担”重点支持项目，湖南农担要
求新型经营主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稳固
的利益联结机制， 确保贫困户能够获得生产
要素出让、务工、入股分红等稳定收益，生成
“造血”功能。据统计，公司改组1年多以来，
“惠农担”累计促进200万亩农村土地流转，受

保新型经营主体增收约80多亿元， 新增就业
约7.5万人， 持续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5万
人， 将财政支农惠农政策红利精准传导至建
档立卡贫困户。

在农担政策平台引导下， 各地出台配套措
施，放大“农担+扶贫”效应。郴州市出台系列文
件，明确依托湖南农担平台，由市财政预算安排
和整合相关专项资金， 在省财政贴息贴保的基
础上， 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的新型经营
主体给予再补贴， 贷款主体最高可实现零成本
融资。保靖县安排200万元财政预算资金，补贴
新型经营主体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产业
奔脱贫。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
惠）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10日发布
消息，11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2.6%，涨幅较上月收窄0.2个百分
点， 物价上涨增速连续数月加快趋势发
生扭转，显示出我省稳物价取得成效。

据测算，11月份CPI同比涨幅中，上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影响占14.2%，
新涨价因素影响占85.8%。 纳入统计的
八大类消费价格全部同比上涨。

其中， 居住价格涨幅仍处于领跑地
位， 但增速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从
环比看，全省居住价格下降0.2%，出现

今年以来首次“降价”。
食品价格进一步加快上涨是推高我

省CPI的重要原因。 自9月下旬以来，受
阴雨低温影响，我省食品价格持续增高，
11月全省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
比上月增高0.5个百分点，鲜果、蛋类、
禽肉类、水产品等价格较去年同期全部
大幅上升，猪肉价格结束长达21个月下
降，同比上涨1.7%；鲜菜价格涨幅较之
前两个月有所回落， 同比仅上涨1.7%，
但仍高于全国鲜菜价格平均上涨水平。
我省岁末年关保民生稳供应还需进一
步加强。

我省将举办
新型信息消费大赛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记者昨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举
办首届新型信息消费大赛，面向全省从事信息
消费产品、应用服务研发的企业，报名截止日期
为12月26日。

此次大赛主题为“新时代 新经济 新消
费”。大赛设立两个方向，一是应用创新，针对信
息消费各领域的应用模式创新，要求参赛项目
面向智能生活、数字内容、行业服务等领域提供
应用解决方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
的深度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一是技术
创新，针对运用创新技术的信息消费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
要求参赛项目技术上有一定先进性，满足对高
品质信息消费产品的需求。

有意参赛企业需在12月26日前将相关信息报
送所在地市州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最终进入决
赛的15个项目， 将推荐参加工信部举办的全国新型
信息消费大赛。 在省决赛获奖的项目将优先列入我
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刘永忠 吴文捷 ）为填补心
脑血管疾病方面保险产品的市场空
白， 新华保险今天宣布该公司推出的
“附加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正式面
市。据了解，这是保险业首款针对特定
心脑血管疾病提供专项保障的保险产
品。

传统的健康保险已不能满足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
求。 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 ，《中国心
血管病报告 2017》数据显示 ，我国心
脑血管疾病患病人数达2.9亿， 在居
民疾病死因构成中占比高达44%，高

于肿瘤及其他疾病 ，居于首位 ，市场
亟须为消费者建立相关的健康风险
保障。

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邓建
荣介绍，附加心脑血管保险主要面向18
至60周岁人群，产品覆盖了33种高发的
心脑血管轻重症疾病，包含15种轻症与
18种重疾。费用方面，以40岁女性为例，
购买10万元保额，首年保费仅需154元，
满足续保条件下最高续保年龄80周岁。
作为附加险， 该产品可与个险渠道在销
或在途的有效主险搭配， 比如可针对中
老年客户群需求，搭配防癌险，提供专项
疾病保障等。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谢璐）今天，
长沙市望城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电子材料
厂老宿舍提质改造完成，新建的植草沟、下凹式
绿地、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生态停车位等设施
一改传统雨水排水方式， 解决了小区的内涝问
题，获得居民点赞。

自2016年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以来， 望城区编制完成31.4平方公里核心区
的《望城区滨水新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投入政府

资金约3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超50亿元，共铺排27
个项目，涵盖市政道路、公园湿地、公共建筑、居住小
区等多个类型，构建起城区的一个个“小海绵体”。

在望城区工农东路， 可以看到人行步道均
铺设透水性好的大颗粒沥青路面， 两侧设置了
大片下凹草沟和生态树池， 且明显低于人行道
路面，草皮和灌木下换填了高渗透性的介质土。
下雨时，路面雨水自然流向草沟与树池，渗进土
壤，通过植物净化过滤后，经地下预埋的盲管进

入城市雨水管网， 管网与周边雷锋公园的湖水
相连，可以汇入湖水中，而超过下渗负荷的雨水
由于经过净化处理， 收集起来还可用于绿地灌
溉及景观用水。2017年6月30日， 暴雨侵袭长
沙，该条道路未形成积水，确保了交通安全。

截至目前，该区工农东路项目已竣工通车，
腾飞路、水利半岛（两河两垸）道路和景观工程、
环城绿带、 雷锋公园一二期工程已基本完成海
绵设施建设，三润城、润和山水郡、滨水新城四
医院等社会投资项目正按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
目的标准加紧施工。目标是到2020年，31.4平方
公里试点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75%， 面源
污染削减率达60%以上， 能够有效应对50年一
遇的内涝，雨水资源利用率达5%。

“湖南农担”精准扶贫探新路
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参与产业链、分享利益链

11月我省CPI同比上涨2.6%
岁末年关保民生稳供应需进一步加强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
的数据显示，11月份湖南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PPI）同比上涨2.4%，增速比上
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 涨幅连续5个月
收窄， 达到自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
点。

从今年以来的整体发展趋势看，生
产资料出厂价格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导
致我省PPI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11月
份， 全省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8%，增速下探至近年低点，其中，处于
工业上游的采掘工业、 原材料工业价格
同比增速分别从年初的约14%、5%降至
11月份的2.4%、1.8%， 回落势头最为明

显； 处于工业中游的加工工业增速也连
续4个月下行。

同期，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则保持较
稳定增势，但增幅微小，始终维持在1%
以下。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价格走势分
化， 表明我省工业下游企业盈利能力增
强，全省工业发展结构持续优化，但工业
生产增速放缓也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动能
减弱的风险。

另一方面，11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高出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0.4个百分点，“剪刀差”较前
几月明显扩大， 我省工业企业所承受的
成本压力或将加大。

11月全省PPI同比上涨2.4%
� � � � 增速创近两年来最低， 工业企业承受成本
压力或将加大

首款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面市
购买10万元保额首年保费仅需154元

望城铺排27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总投资超80亿元

� � � � 12月11日，道县工业集中区晶石电子厂，来自贫困村的工人在忙着加工
电子产品。近年，该县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加强技能培训等措施，大力推进转
移就业扶贫工作。 今年， 已组织贫困劳动力免费技能培训46期， 培训人员
1455人次，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216人。 蒋克青 欧阳杰军 摄影报道

转移就业
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