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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通讯员 邓孟宇

李文锁城开业、灯世界开业、建
材城开业……2 月 17 日开始，湖南
三湘南湖大市场陆续开业复工。“二
月是销售旺季，我们等不及了！”门
店老板们憋足了劲，要把前段时间
的停工损失给补回来。

在许多长沙人的记忆里，温馨
的家往往与三湘南湖大市场联系在
一起。上世纪 90 年代初，长沙首个
专业市场在湘湖渔场问世，经过 20
余年培育发展，三湘南湖大商贸格
局基本成型：家电城、建材城、灯石
城、汽配城“四大城”吸引了6000余
家商户在此投资兴业，年纳税额超
过 3 亿元，形成全省规模最大的家
居建材综合市场。

目前，“四大城”已全部复工。

“家里门锁不好使了，终于有地方换
了。”2 月 23 日上午，市民熊宇火急
火燎赶到李文锁城，并为三湘南湖
大市场开市复工点赞。

“看看我们的公众号，复工商户一
天比一天多，目前家电城电器部的500
余家商户已基本复工。”志愿者杨茜告诉
记者，2月17日开始，三湘南湖大市场
1000余名职工不再轮值，全部上岗，为
企业门店提供用工信息和销售渠道信息
等各项服务，帮助其迅速进入“状态”。

长沙市湘湖管理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有关三湘南湖大市场复工复
产，该局专题研究部署了 3次，要求

“四大城”分别准备 5000 余只口罩
等防护用品，帮助 300 余家企业购
买体温枪和口罩等防护物资。

“复工后人气挺足，商户们防护
意识都很强，非常配合并主动加入市
场防疫工作。”家电城党支部书记蔡

小寒告诉记者，格力老板赵春华捐赠
了5桶消毒水，白云制冷老板曾丽捐
赠 2 桶消毒水……“你看，市场醒目
处都有防疫宣传横幅。”蔡小寒说。

“每天，我们都会分栋给商户测
体温并登记，定时对公共区域和门
店集中消毒。”杨茜说，市场还设置
了统一的外卖和收发快递点，减少
过多的人员走动和接触。

随着市场逐步升温，周边五小
门店的生意也逐渐回暖。2月23日，

“一家粉店”老板龚羲一大早就忙碌
了起来。“大市场开业复工前，我们
每天只有 10多碗的线上订单，销售
额 300 多元；这几天每天卖出 100
多碗，销售收入达 2000 多元。”龚
羲很是高兴。

“沉睡”了 20 多天的湖南市场
“航母”，在春意盎然的当下，渐渐恢
复了往日的气息。

湖南日报 2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志红
黄朱文）“为帮助各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产，我们开
辟绿色审批通道，安排专项
信贷额度，简化审批流程。”2
月 19 日，郴州市临武浦发村
镇银行负责人介绍，该行仅
近 3 天时间，就向 40 多户个
体工商户发放应急贷款 900
余万元，缓解了他们的资金
压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
人民银行郴州市中心支行强
化金融服务和指导引导，分别
建立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进
展情况和专项再贷款管理两
项日报监测制度，动态掌握辖
内金融机构对疫情防控企业
的金融支持情况，并配合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对全市复工复
产的重大建设项目、重点工业
企业、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
资企业等，建立重点名单库，
及时向银行机构发布，督促银
行通过融资对接会、线上平台
等方式，掌握相关融资需求，
全力做好融资服务保障。

同时,要求各银行机构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
持，确保新增贷款不低于上
年同期。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
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
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
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
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展期
或续贷。并通过适当下调贷
款利率、减免其他费用成本
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企业综
合融资成本；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小微企业，新发放贷

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本行同期全部小微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
资成本要较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

郴州各银行机构目前正开展专项行动，精准对
接企业,通过线上服务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贷款审批、
资金结算等服务，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快速响应。
据了解，近一个月，郴州市银行系统共对辖内各企
业发放防疫与复工复产贷款12.11亿元。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通讯员 罗
佳成 曹良海 胡权 记者 肖霄）2 月
19日，位于隆回县三阁司镇的湖南智丰
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
荷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海外订单。
隔壁车间，80余名新招聘的农民工在进
行岗前技能培训。该公司是一家生产、销
售芭比娃娃等迪士尼品牌塑胶玩具的大
型出口企业，目前一期投产，有150名员
工，现已全部上岗。

隆回是劳务输出大县。随着企业复
工复产，该县全力做好春运错峰返程运
输保障，2月9日全面恢复省际、市际、县
际班车，将运营车辆客座率控制在50%
上下，并配备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各乡镇积极引导、分批组织外出务工人
员有序、安全返岗。据统计，目前累计发

送班车7067班次，乘坐班车、高铁外出
务工人员达34000余人。

针对一部分农民工因疫情不能返
岗，该县积极推动就近务工。采取“网上
招聘”方式，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牵线
搭桥，把务工人员吸纳在县内企业就业。
县劳动保障部门与县内企业、扶贫车间精
准对接，镇、村干部主动当起“劳务经纪
人”，组织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群众，
特别是贫困户参加网上招聘。

目前，隆回县已在网上发布 50 余
家企业用工需求，约5500个岗位。该县
还发挥70余个扶贫车间作用，把3500
余个就业岗位送到农民家门口。目前，
该县开工工业企业170余家，到岗人员
15406人。其中规模工业企业128家，开
工率88.27%。

隆回

吹响农民工就业
“集结号”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肖
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向玉龙）2月 23
日，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渔梁村油
茶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挖坑、培
土、种植茶树苗。该基地是洪江区新
扶贫项目，聘请的 30位工人均为当
地村民，大都为脱贫户，劳动一天有
140元的收入。

疫情发生以来，洪江区积极做
好因疫情影响可能导致的致贫返贫
风险防范，按照“抢抓生产、稳定就
业、确保增收”的举措，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引导脱贫户积极投入
到蔬菜种植、畜禽养殖及本地企业
务工中来，严防因疫情返贫。

“我的地里种有莴笋、芹菜、西
兰花、香菜、红菜薹等，种类比较丰

富。”桂花园乡堆边村脱贫户吕玉元
种了两亩当季蔬菜，以保证收入稳
定。洪江区对目前无法外出务工的
农户，发展叶菜种植等“短平快”项
目，及时采购辣椒、莴笋、黄瓜、白
菜、油麦菜等 11个优质高产的蔬菜
良种，免费发放到户。农业技术指导
员利用村组微信群等手段，指导农
户加强菜园田间管理。

同时，洪江区利用劳务输出服
务网络，调查摸底贫困人口劳动力
状况、就业意向等信息和
本地企业用工信息。对有
本地就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 力 ，积 极 发 动 本 地 企
业、合作社、农业基地、村
集体经济等实体，开发一

批就地就近灵活务工岗位，优先使
用本地脱贫户劳动力。因活禽交易
市场关闭，洪江嵩云禽业有限公司
屠宰加工及冷链配送销售业务量陡
增。洪江区就业服务中心通过“线上
春风行动”就业服务，积极为企业推
荐100余名返乡农民工，迅速补充到
各生产岗位。公司复产以来日均配送
1.5万羽雪峰乌骨鸡销往川、黔、渝、
滇、粤等省市，区内1500余农户养殖
雪峰乌骨鸡的劲头更足了。

三湘南湖大市场“四大城”已全部复工——

湖南市场“航母”复苏

抓生产 稳就业 保增收
洪江区筑牢堤坝防止因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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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2月 23 日讯（记者 徐
荣 曾佰龙）2月22日，位于湘潭高新区
的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公司，全员复工
复产。两天前，该公司还为大部分员工
在陕西，一时无法返潭复工而发愁。

该公司负责人反映复工难题后，
“亲商管家”服务团队帮助企业内外衔
接，解决了该企业员工返厂难题。“亲商
管家”团队由湘潭市优化营商环境协调
事务中心的骨干组成，他们精通法律法
规、熟悉企业经营，为复工企业提供包
括政策咨询、惠企政策解读、法律法规
宣传、疑难问题协调以及线上公益培训

服务等。疫情防控期间，该中心聚焦企
业需求，创新“1+4”亲商管家在线服务
模式，以一支亲商服务队伍为基础，通
过建立一个政企微信服务群、开通一
条服务热线、推送一个网络公益直播
平台、组织一系列抗疫惠企政策专题
解读，推出“网上帮、马上办、线上送”
等特色“速递式”贴心服务，及时快速
受理并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省外员工
返潭复工、交通运输时间、交通补贴、
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最快的 5 分
钟协调解决到位，为企业复工复产做
好“后勤保障”。

湘潭

“亲商管家”服务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 2月 23 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陶囿任）2 月 22 日，张家
界高新区举行“抗疫惠企、共渡难关”
八条措施第一批集中兑现大会，久瑞
生物、金鲵生物、恒兴生物等 26 家企
业，获减免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135.7
万元。

2 月 4日，张家界高新区出台“8条
措施”，决定拿出 1000 万元抗疫惠企
专项资金，从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企业
用工、减免房租、减免物业费等 8 个方
面，支持园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经过
核查，园区内承租标准厂房符合减免
条件的工业企业共有 26 家，其中符合

减免半年厂房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条件
的工业企业 16 家，符合减免一个季度
厂房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条件的工业企
业 10 家，共计减免租金和费用 135.7
万元，其中减免厂房租金 121.8 万元，
减免物业管理费 13.9万元。

“真金白银扶持，坚定了企业复
工复产信心！”张家界福记开心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剑说，目前企业面
包类、西点类，蛋糕类、现烤类、饼干
类全部恢复供应，已有 75 名员工到岗
到位。

至 2 月 22 日，张家界高新区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率达到80.6%。

张家界高新区

兑现复工复产政策
首批26家企业获135.7万元资金减免

湖南日报 2月 23 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张勇）穿上防护服，戴上
口罩、护目镜、安全帽，长岭炼化装油
车间李雅丽和同事今天再次为湖北客
户装车发运苯类产品 100 多吨，为潜
江、仙桃等地部分有机化工企业加大
马力生产送去优质原料。

受疫情影响，各地汽柴油、航煤消
费需求发生较大变化。长炼充分发挥
800 万吨炼油项目的区域化工生产原
料“龙头”作用，积极优化装置目前较低
加工量的各类生产指标，集中优质原
料和技术资源，多产市场急需的中间
产品，助力区域下游化工深加工企业

“把项目开起来、把负荷提上去”。

在增产下游苯乙烯（医用 ESBS
加工原料）生产所需原料的同时，长炼
带动液化气和丙烯产量提升，以满足
本地化工产业园和经济开发区仲丁酯、
聚丙烯专用料等企业的原料供应；依靠
炼油装置相关工艺产品切割精细的优
势，蹲班指导班组精调细调，竭力多产
苯类产品，保障周边省区医药中间体生
产、精细化工生产企业所需的甲苯、二
甲苯的高产稳产。每天通过陆路、水路、
管输等途径，为驻地和沿江等中部地区
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供给原料达30多种。

目前，长炼生产装置总平稳率始终
保持在 90%左右，下游企业复工复产
原料需求得到保障。

长炼为区域企业复工复产
供料30多种

湖南日报2月 23日讯（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2月23日上午，
一辆物流车停靠在衡阳县杉桥镇白石
园村的兴农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仓库
旁，这是县农产品经营公司前来收购
合作社的耙耙柑，合作社负责人李继
林充满感激。

合作社种植了200多亩耙耙柑，带
动农户30余人。其中，12户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耙耙柑一般都在春节前后集中
上市。往年每年过了正月初六，外地客

商拉货的车就陆续进村，但今年受疫情
影响，车子进不来，村里连采果的工人
也招不到，导致5.5万公斤耙耙柑滞销，
价值30多万元。这些耙耙柑如果卖不
掉，合作社就无法给贫困村民支付分
红、务工收入等，李继林心里很着急。

了解到情况后，衡阳县农产品经
营有限公司找上门来收购耙耙柑。该
公司与长沙一家电商企业开展合作，
通过该公司旗下平台销售扶贫产品。
截至 2 月 22 日，已销售耙耙柑 4 万公

斤，金额20多万元。
衡阳县湘莲、红薯粉、油茶、甜橙、

土鸡、黄牛肉等特色农产品丰富。时下，
该县由县政府牵头，组织县扶贫办、商
粮、供销社等单位，及时统计、协助行业
部门发布全县扶贫产品滞销情况，精准
对接县内外商超、市场、政府部门等。该
县还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以购代扶，拓
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疫情发生以来，
全县共帮助种养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
销售农副产品价值近30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德兴 龚茶林

2月21日8时30分，平江县首场乡
镇现场招聘会在大洲乡中心小学操场
举行。县人社局常务副局长张金华现场
督阵。新金宝集团、蓝思科技和平江县
内9家优质企业云集大洲，为老区劳动
力就业抛出橄榄枝。

现场调度的乡党委书记吴敏思告诉

记者，2月19日，平江县委、县政府为就业
人员送出购买新冠肺炎保险、发放防疫、
交通、生活补贴、举办招聘会等政策“大礼
包”。县人社局联手乡镇，将招聘会开到农
民家门口，快速促进群众就近就业。

记者发现，招聘现场采用一张门进
一张门出、每批只允许 5 人出进的模
式，所有与会者在门口先用酒精洗手消
毒，检查口罩，相隔 1 米距离排队测量
体温，有序登记入场。整个招聘现场由

工作人员引导，不扎堆，不聚集。
“我明天能来上班吗？”应聘者顾思

佳急切地问。
湖南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招

聘负责人李强答复：“你的条件都符合要
求，公司明天会派专车接你们去上岗。”

“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就找到好工
作，工资和外面差不多，上满 3 个月政
府还发奖金，又方便照顾家里，太好
了！”顾思佳感慨道。

“老彭，聘上吗？”去年刚脱贫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彭新宇走出招聘会
现场，碰上帮扶干部李福星。“聘上
啦！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还得感谢
政府替我们着想呢，感谢你几次上门
给我们传消息！”

以前外出找工作，现在工作找上
门。彭新宇对妻子说：“在家门口上班，
既方便照顾父母，我们的两个孩子也能
以园区企业务工人员子女的身份，到县
城小学读书了。”

“今天很圆满。共有 521 人现场应
聘，确定到企业新入职人员16人，还有
126 人已与企业基本确定就业意向。”
大洲乡乡长江新华笑意盈盈。

湖南日报2月 23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周云峰 刘翼张）邀请网红主
播、视频连线茶园、线上接受春茶订
单 ……2 月 23 日，安化黑茶离岸孵化
中心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这是安化
县春茶线上开园节的一个场景。针对疫
情防控形势，该县将一年一度的春茶开
园节改为线上开园，通过互联网平台对
安化茶叶开展线上营销，使茶企实现转
型升级。

安化县现有 36 万亩茶园，茶企 100
多家，一万多家经销门店分布在全国各
地，去年茶业年综合产值220亿元。为确保
茶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安化县最近出台多
项措施，从产业链上支持茶业企业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

为此，安化县给产茶乡镇加强茶园
培管、茶叶采摘和人员培训予以相应的
奖补。县茶业协会组织制作毛茶标准样，
制定毛茶收购指导价，保障茶农利益。安
化县在茶叶加工、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
茶企大力支持。疫情防控期间，购置采茶
机械，除享受农机补贴外，再按购机金额
的10%奖补；初制加工方面，拟安排资金
400万元，推进设备更新和新技术运用；
金融信贷方面，收购春茶新增的贷款，按
利息的一定比例给予奖补。

安化县支持茶企线上“突围”，对与
淘宝网、京东、天猫等线上交易平台进行
合作、线上推广以及签约主播直播、内容
达人发布安化黑茶相关内容的，均给予
奖补，奖补资金总计100万元。

安化县许多茶企负责人看好今年的
前景。湖南云上茶业总经理刘波最近用
直播的方式，让消费者在线观看茶园修
剪，感受茶山铁锅煮茶的魅力。高家山茶
业线上推新品，疫情防控期间销售额同
比提升了30%。

安化“网上开园节”
支持茶企线上“突围”

柑橘
丰收

衡阳县拓宽渠道解农产品滞销难题
疫情发生以来，全县共帮助销售农副产品价值近3000万元

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
——平江首场乡镇现场招聘会侧记

2月23日，浏阳市淳口镇鹤源村，工人在浏阳市兴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采摘沃
柑。该基地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其中“湘南红”柑橘200多亩，沃柑600多亩，200多亩金秋砂糖
橘、甘平、金葵蜜橘等均已挂果，预计年产量达4000吨，年产值达60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张佳梁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2 月 23 日讯(记者 严
万达 通讯员 蒋超 成正)2月23日，永
州市冷水滩区、零陵区人社部门组织
100 余名熟练工人搭乘 4 辆免费专车
奔赴蓝思科技上班。截至 2月 22日，永
州市线下共帮助 330 家企业招聘员工
10288人，全力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永州市委、
市政府出台系列支持企业健康发展、促进
就业的相关措施。利用“永州智慧就业”平
台举办“春风行动”线上招聘会，现有759
家企业提供岗位25000多个。截至2月
22日17时，达成就业意向8075人。

对就业工作实行“一日一调度”。该市
将帮扶企业复工复产任务层层分解压实

至市、县、乡镇村和行业部门。园区企业和
扶贫车间安排用工专员，向乡镇派出招工
小分队，组织返乡农民工按照“一车一方
案”的原则，开展“点对点”包车直达。

该市出台《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
措施》，从减轻社保缴费压力、加大企
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鼓励企业
吸纳就业、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
准等 6 个方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目
前，永州市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为企业减负 4300 余 万 元 ，发 放
稳岗补贴 1251.23 万元。

至 2 月 22 日，永州市 1073 家规模
企业，开工复工 757 家，584 家扶贫车
间复工339家。

永州

757家规模企业
开工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