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要闻 03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张尚武）秋冬季
扩种油菜，打响“湖南菜籽油”公用品牌，为打造
千亿油料产业“加油”。 今天召开的全国秋冬种
工作视频会上， 省农业农村厅介绍湖南油菜产
业发展的经验。

今年秋冬种，省农业农村厅及早部署，推进
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扩面积，挖掘冬闲田
油菜生产潜力，以水旱轮作试点项目为抓手，确
保冬闲田新增油菜面积140万亩； 努力攻单产，

统筹布局办好各级各类示范片， 落实各项关键
技术， 示范片目标产量要求达到130公斤以上，
带动大面积油菜高产。

推进三产融合，提升油菜产业综合效益。 全省
着力推广高含油量、 高油酸含量新品种，“一片一
种”种植，提升加工工艺，确保菜籽油品质。 从今年
秋冬种开始，全省每年安排1000万元，连续3年着
力打造“湖南菜籽油”区域公用品牌。冬季是蔬菜淡
季，油菜薹市场走俏，每亩菜薹收入可达3000元。

今年全省将发展专用油菜薹20万亩。同时，明年3月
将在全省多地启动第二届油菜花节， 促进乡村旅
游，带动农民增收。

拓展投入渠道，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今年中央
财政2.1亿元水旱轮作试点补助资金已落实到位，
省级财政整合2.1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30个县（市
区）发展油菜生产。 省里还将引导各地整合相关资
金，规范工商资本进入，支持重点区域的油菜多功
能开发，形成多元投入、多方支持的发展格局。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张尚武）“开轩
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在花垣、泸溪、保靖等山
区， 栽桑养蚕再度兴起， 农业、 商务部门主推
“222”模式，点亮农民脱贫的希望。

日前在花垣县召开的全省规模化集约化蚕
桑基地建设现场会透露，今秋蚕茧价格好，每公
斤均价逾40元。 据估算，农民一亩桑园养蚕产茧
150公斤，仅卖茧一项收入即达6000元。近几年，
全省桑园面积已扩展到15万亩。

现场会上，全省蚕桑产业的部分企业、合作
社代表参观了花垣县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
取经“222”蚕桑高效种养模式。 花垣博达公司总
经理田兴亮介绍，公司在边城镇、石栏镇创办标
准化桑园600亩。 桑园建好后，再租给贫困户采
桑叶养蚕，并利用桑叶发展养殖业。 公司选择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让夫妻2个劳动力管理20亩
桑园；公司供应蚕种、设施和技术，订单回收蚕
茧，每户年收入20万元。 目前，花垣县标准化桑

园已发展到2万亩，成功带动1000户农民增收脱
贫。

省茧丝绸行业协会会长谈顺友分析，国内消
费升级的需求，推动此轮蚕桑产业发展。 去年下
半年以来，蚕茧价格拉升，市场前景看好。 目前，
湖南已在花垣、湘潭、攸县等地建成一批国家“东
桑西移”优质茧生产基地。 省内加工企业利用蚕
茧，制作蚕丝被；还开发桑叶系列产品，如桑叶饲
料、桑叶酒、桑叶黑茶，提升产业增值空间。

� � � � “传递美好，协同发展”是本届世
界邮政日的主题。 近年来，中国邮政坚
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改革，推
动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邮政已从传统
邮政企业发展成为经营邮政基础性业
务、现代金融业务（银行、保险、证券）、
现代快递物流业务和电子商务的企业
集团。 2019年，中国邮政在《财富》“世
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101位 ,相比
去年上升了12位， 实现了新的历史跨
越。

湖南邮政作为在湘央企， 始终坚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积极响
应党中央、 省委省政府号召， 时刻牢记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重托，始终秉承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认真履
行央企的经济责任、 政治责任、 社会责
任，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优质、高效的邮政服务。

坚决扛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政治责任。 湖南邮政始终把
主题教育摆在突出位置， 按照 “十二
字”总要求，围绕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
责任务找差距、抓落实，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大政治动力和保障。

忠实做好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 ，
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全省补建空白乡
镇网点939个，实现直接通邮建制村达
到25290个，通邮率提升至100%。 我们
通过增开自办 、委办168条 ，共组开二
干邮路341条，《人民日报》《湖南日报》
等党报党刊，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当日
见报率达100%。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战略号召， 成功举办了第三届

“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 ”， 活动期
间， 累计实现农产品交易额约6亿元，
成功打造16款万单农产品， 有效促进
了“湘品出湘”。

牢固树立创新意识， 提升核心竞
争力。 今年，我们累计投入5亿元，用于
基础能力建设。 完成金融网点业务办
理 、厅堂服务 、硬件环境等优化升级 ，
将实现客户服务 “差异化 ”，自助服务
“智能化 ”、营业环境 “标准化 ”、厅堂
“一体化”、贵宾服务“多元化”。 我们从
行业最佳实践视角审视网络运营方
式 ，动态做好组网调整 ，形成长沙 、衡
阳 、常德3个中心集散格局 ，并匹配最
新的工艺流程，同时推行“混合收寄+
集包封发”模式 ，为效率提升 、时限缩
短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们积极打造邮
政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全省累计建成
综合便民服务平台站点39362个，叠加
便民缴费 、客运票务 、金融保险 、代购
代销、税费等20余项综合业务，为全省
近6900多万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邮
政服务。

坚持协同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
年，我们加大湖南邮政“一体两翼”板块
协同、产品协同、项目协同、客户协同和
网络协同力度，充分发挥核心竞争优势；
持续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 大型企业集
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我们
加大行业对标力度， 通过端到端、 全流
程、全要素对标，从客户的视角、竞争的
视角、行业最优的视角，来改进我们的短
板、弱项，从而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今年1至9月， 全省邮政累计完成收入70
亿元，同比增长7.85%。寄递业务市场占有
率居省内同行首位。

� � � � 今年10月9日是第50个世界邮政
日，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传递美
好，协同发展”。 邮政业是推动流通方
式转型、 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
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基
础性作用。当前，我省邮政业发展稳中向
好，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
逐步加快，服务社会经济效益明显。2018
年， 我省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248.24亿
元，同比增长28.86%；业务收入(不含邮储
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完成163.52亿元，同
比增长20.1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快
递业务量达到7.9亿件， 业务收入完成
80.47亿元，年支撑网络零售交易额2000
亿元， 为全省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

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
到，我省邮政业还存在服务消费和服务
生产不平衡、速度规模和质量效益不平
衡、 企业总部和基层网点发展不平衡、
行业发展和治理体系能力不平衡等短
板弱项。 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
“巩固、强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继
续坚持“打通上下游、拓展产业链、画大
同心圆、构建生态圈”的工作思路，加快
结构优化，提升创新能力，推进绿色发
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聚焦促改革扩开放， 进一步释放
邮政业的发展活力。 要推动市场主体
变革，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鼓励支持新主体 、新技术 、新
模式进入行业形成集群发展。 支持做
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 引导快递企业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要推进行业治理
方式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要创新

行业监管方式， 按照包容审慎原则对
新业态实施监管服务， 坚守安全质量
底线。

聚焦抓机遇稳态势， 进一步厚植
邮政业的发展优势。 支持邮政企业充
分发挥国有企业骨干作用和全球邮政
一张网的优势，提升服务能力水平。 支
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对标世界先进水
平，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快递
物流企业。 要深化电商快递协同发展，
提高快递服务电商的质量水平； 着力
打造 “快递+电商 ”升级版 ，延长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更好支撑线上线下一
体的新型流通、社交电商发展。

聚焦提质效育动能， 进一步增强
邮政业的发展后劲。 要引导邮政、快递
企业丰富服务品种，提供更弹性、更精
准、更多样的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的更好用邮需求。 推动“快递进厂”，推
进邮政快递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 ；
推动 “快递进村 ”，助力精准脱贫和乡
村振兴 ;推动“快递出海”，加快推动邮
政快递企业“走出去”。 推动邮政业与
现代服务业联动协同。 要坚持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 ，大力实施 “科技兴邮 ”
战略，加快“智慧邮政”建设。

聚焦补短板强弱项， 进一步夯实邮
政业的发展根基。 要加快跨境寄递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现代跨境寄递网络。破解
“最后一公里”难题，切实压实企业总部
主体责任，维护末端网点和快递员权益，
推进公共末端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提升
行业绿色文明程度，督促邮政、快递企业
改进生产方式， 持续推进邮件快件包装
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要统筹推进邮
政业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压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着力完善寄递安全
监管联防联控体制机制。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曹良海

10月的山谷田野，一片金黄，丰收喜庆。
国庆期间， 隆回县小沙江镇响龙村村民阳

恩相的心情也像天气一样好。 今年年成好，稻谷
产量创历史新高，更让他开心的是，原来到他
家门口就是尽头的公路， 如今与隔壁同镇的
洞江村的连接公路已经修通，“现在到镇上去
再也不用绕行一大圈了，修通这条路，过去大
家想都不敢想，多亏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好。 ”

响龙村与洞江村山连着山， 是该县传统
的金银花、白术、玉竹等中药材种植基地，过去
由于道路不通，运输不畅，一直不成气候。 特
别是两村之间的连接公路，由于资金、土地等
问题，始终无法打通，成了“断头路”，也成了当
地村民脱贫致富的一道梗。

2018年， 作为这两个村的县委扶贫联点
领导，隆回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奉锡样

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召集镇村干部及驻村帮
扶干部开会，商讨尽快打通这条“断头路”，帮
助当地农民群众修通这条“脱贫致富路”“连心
路”。

两村村民听说要修路， 都觉得有奔头了，
积极去当修路的勘察员、监督员，特别是沿线
的村民热情高。 响龙村村民阳恩相还主动拆
了自家的猪舍为修路“让道”。在外面创业的洞
江村村民杨尊湘听说家乡修路， 放下手中工
作，回家垫资承担起了修路的组织工作，每天
蹲在工地协调指挥，1年多下来， 晒得黝黑，人
瘦了10多斤。

“路通，一通百通。”公路通了，不仅为农民
带来便利，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给村民
们带来新生活、新产业。

经过1年多的艰苦奋战，如今，一条长近4
公里宽6米的高标准砂石路，已将两个村紧密
联系了起来，昔日“断头路”变成康庄大道，村

民们的脸上走路都挂着笑。
10月6日，从洞江村去响龙村娘家帮忙收

割稻谷的胡小红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路通
了，方便多啦，以前走羊肠小道，翻山越岭需要
近一个小时， 如今骑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如
果硬化后就更便捷啦，县里的扶贫干部真是做
了一件大好事！ ”

“农村公路是农民脱贫奔小康及出行便利
的幸福路，对响龙村与洞江村的‘断头路’将优
先安排资金，尽快完成砂石路验收，争取早日
实现硬化，为老百姓修好脱贫致富路。”隆回县
交通运输局局长刘界夫说。

从羊肠小道到砂石路，再到将来的水泥
路，家门口的路越来越好走，乡亲们的心情
也越来越舒畅。 当地村干部介绍，等路面硬
化后，一些原本偏僻荒芜的土地将被重新种
上金银花等中药材， 大山深处将发生新变
化。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李萍 阳仑

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的村民怎么也没想
到，村里山头上一度被抛荒的茶树，今年竟成
了“摇钱树”。

国庆前夕， 两拨外地客人慕名来到小河
村红茶加工厂，品茶、买茶。 面对客人的购买
需求，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驻小河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谢历冰看了看仓库的存货， 抱歉地
摆了摆手。

“送上门的钱都不要？ ”客人质疑。 谢历冰
解释道，茶厂今年刚投产，产量有限，已销售一
空，明年会扩大生产规模，欢迎大家再来购买。

“小河村种茶历史悠久，每个山头都有成
片的野生茶树。 ”小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泽荣告
诉记者，小河村以山地为主，是深度贫困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84户324人。

靠山吃山， 小河村的祖辈们将山地开垦

出来，种上茶树，希望能以茶养家，但一直没有
产生效益。 原本承载全村希望的茶树林，逐渐
成了无人踏足的荒山。

去年3月，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派出帮扶
工作队来到小河村驻村帮扶。 在规划发展产
业时，帮扶工作队发现，小河村的地形和气候
都适合种植茶树，之前因加工方式粗放，没有
市场意识，因此无法产生效益。

“重新发展产业，投入大、见效慢，不如因
地制宜，建一个加工厂，生产市场畅销的野生
红茶，救活抛荒的茶树林。 ”谢历冰说，经过市
场调研，帮扶工作队决定在发展茶产业上下功
夫。

但村民对继续发展茶产业一致反对：“种
茶穷了一辈子，还能结出‘金果果’？ ”

为让村民重拾信心，帮扶工作队组织党员
和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去福建考察， 开阔视野；
从福建请来制茶专家教授村民制作红茶，国网

湖南省电力公司拿出45万元捐赠资金， 以村
集体名义入股，建成红茶加工厂。

今年春茶采摘季节，小河村红茶加工厂发
动村民上山采摘茶叶， 以每公斤30至50元的
价格收购鲜叶。 沉寂了多年的荒山，又开始热
闹起来。 贫困户刘连位两个月内采摘鲜叶150
多公斤，纯收入超过6000元。

今年，小河村红茶加工厂已加工“小河野
生红茶”2500余公斤，通过国家“中小叶工夫
红茶一级”检测，被纳入有关部门“外事礼品”
采购名录，产品远销重庆、北京、广西、湖北等
地。

“红茶销售达50余万元，仅发展茶产业一
项，帮助村民人均增收约500余元。 ”谢历冰介
绍，小河村野生茶树面积约有1000余亩，明年
扩大生产规模，产量可超5000公斤，村民收入
还可再翻一翻。 目前， 小河村人均收入超过
6000余元，全村已脱贫出列。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陈淦
璋）今日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新规正式执行，房贷利率的“锚”由以
往的贷款基准利率， 正式转换为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 记者从省会多
家银行采访获悉， 新规前后个人房贷
利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 房贷利息支
出基本不受影响。

央行公告称，10月8日起， 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
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即18家商业银行每月自主报价
形成的一个贷款利率） 为定价基准加
点形成。 其中，首套房贷款利率不得低
于相应期限LPR， 二套房贷款利率不
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

据最新出炉的LPR，1年期LPR为

4.2%，5年期以上LPR为4.85%（注：房
贷多为5年期以上）。 省会各银行的房
贷利率在LPR报价上所加基点各有差
异，以个人实际情况为准。 长沙某银行
透露，房贷新规生效后，首套房的贷款
利率以4.85%加70个基点形成，算下来
利率是5.55%； 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以
4.85%加105个基点形成， 算下来利率
为5.9%。 这与长沙房贷市场之前的利
率水平相差不大———新规前， 按贷款
基准利率4.9%执行时， 长沙首套房贷
普遍按基准利率上浮15%， 即4.9%×
1.15=5.635%；二套房贷普遍按基准利
率上浮20%，即4.9%×1.2=5.88%。

同时，房贷利率换“锚”采用“新老
划断”，存量的购房者月供不会受到影
响。

精准扶贫在三湘

救活“摇钱树” 结出“金果果”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驻村帮扶见闻

修通“连心路” 走路都带笑

壮大菜籽油产业链

湖南加快打造千亿油料产业

山区农民多了一条脱贫路

栽桑养蚕 前景看好

坚持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
相适应的湖南邮政业

履行责任担当
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房贷利率昨起换“锚”
个人房贷利息支出基本不受影响

送戏下乡
10月6日， 村民在

观看古典戏演出。当天，
洞口县高沙祁剧团在石
桥村开展送戏下乡活
动，弘扬传统文化，丰富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滕治中 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方志鹏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