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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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 11日讯（记者 刘永
涛）出台“金融八条”，创新推出“战疫芙
蓉人才贷”专属融资服务……全省金融
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加快推进。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通报称，湖南
累计投放疫情防控领域贷款183.8亿元，
支持9700家企业促生产稳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发行疫情
防控债。目前，全省已有湖南粮食集团、

三一集团、步步高集团、中联重科4家企
业发行疫情防控债28亿元，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疫情防控领域。长沙银行发行全
国首单小微企业金融债15亿元，华融湘
江银行、长沙农商行、张家界农商行等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疫情防控专项同
业存单 8 亿元，筹集资金全部用于疫情
防控领域贷款投放。

受疫情影响，一些个人和企业无法正

常还贷款。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推动辖
内47家金融机构，为疫情相关的4类特定
群体调整逾期记录5831笔，调整还款安排
11.2万笔，惠及4.4万人和839家企业。4类
特定群体为：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
离人员、疫情防控需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
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等。

疫情期间，全省 89 个人工查询网

点、200 余台自助查询机均正常提供征
信查询服务。为降低企业和个人融资负
担，自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全省免收农
商行等10类农村、民营和小微金融机构
的信用报告查询服务费，面向所有金融
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免收应收账
款质押登记、变更登记、异议登记费。据
初步估算，湖南地区仅信用报告查询收
费预计可减免逾100万元。

湖南日报3月 11日讯（记者 刘永
涛）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多增，增速高位稳
健运行。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
露 ，2 月 末 ，湖 南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为
44141.2亿元，同比增长16.1%。

在疫情影响下，全省贷款增速为何
能够保持高位运行？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全省
强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

用好用活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和中小微
企业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贷款投放。目前全省金融机构针对
小微、涉农企业发放相关贷款超过 6 亿
元，惠及企业108家。对重点名单企业发
放优惠利率贷款 171 笔、金额 44.65 亿
元，加权平均利率2.77%，累计支持90家
企业。

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受

疫情影响的部分行业和领域、“新基建”
等稳增长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相
关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今年前两月，全省
新增1725.8亿元，同比多增282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新增 411.3 亿元，同比多增
161.2 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 1249.4 亿
元，同比多增203.7亿元。

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小微企业
等薄弱环节得到有力支持。1 月全省小

微企业贷款新增 351 亿元，同比多增
79.1 亿元；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新增
48.4亿元；制造业贷款新增62.3亿元；基
础设施类贷款新增 395.6 亿元，同比多
增108.6亿元。

“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表示，贷款增速保持高位，将
加快激发全省经济发展的动能。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
永涛）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湖南省2020年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计划》（简称《抽检计划》）已
正式印发。今年全省计划安排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 23.5 万批次，共涉及
25 个食品大类、84 个食品品种、158
个食品细类、349个国家标准指标。

《抽检计划》要求，围绕“2020年
全省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 4 批
次/千人”的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双随机”原则统领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工作。聚焦高风险食品品种、项
目和区域开展抽检，对监督抽检不
合格食品依法及时核查处置，对不
合格企业产品实施跟踪抽检，防范
食品安全重大风险。

统筹抓好新冠肺炎防控期间
“米袋子”“菜篮子”重点食品抽检工
作。《抽检计划》提出对城市、农村、
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对食品生
产、经营、餐饮、网络销售等不同业
态开展监督抽检。重点抽检人民群
众日常消费量大、关注度高、风险程
度高的重点品种，校园幼儿园周边、
大型批发市场等重点区域，以及网
络和进口食品。

《抽检计划》提出，将完成食品抽检
目标任务纳入食品安全工作督查考评
重要内容。检验结论表明可能对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应在
24 小时内启动核查处置工作。按规
定要求及时公布监督抽检结果信息、
风险控制信息和核查处置信息。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孟
姣燕 通讯员 陈伏姣）湖南省文旅
人才线上招聘会正如火如荼。记者今
天从省旅游协会获悉，目前全省已有
177家企业单位991类岗位招聘人员
近万人，酒店、旅行社、动漫企业用工
需求量最大。

本次线上招聘会主要涵盖文化
和旅游集团、旅行社、景区、旅游商
品企业、文化传媒影视、酒店、互联
网网上服务公司、动漫游戏 8 类企

业，人才需求大、范围广，可选职位
多。线上招聘会将持续至 4 月中旬，
预计共有500家文旅企业参与。

湖南省文旅人才线上招聘会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旅游协会
承办，搭建文化和旅游行业校企合
作、供需对接、融合共赢的服务平
台，帮助文旅企业解决用工需求，促
进文化和旅游类院校毕业生、专业
人才高质量就业，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文化旅游发展。

线上文旅人才招聘火热
177家企业招聘人员近万人，酒店、旅行社、

动漫企业需求量大，招聘会将持续至4月中旬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刘晓玲）战疫情，有温
情。今天，湖南茶界向疫情重灾区湖
北捐赠慰问钱物发车仪式在长沙举
行。此次捐赠钱物合计30余万元。战
疫以来，湖南茶界为抗击疫情捐赠
钱物累计超过1000万元。

此次活动由省茶业协会、省红
茶产业发展促进会发起，共捐钱物
合计 301160 元，其中省茶业协会、
省红茶产业发展促进会捐赠现金 5
万元，省茶业集团、老一队茶业、桂
东玲珑王茶业、湖南瑞鑫源生物等

企业捐赠茶叶、水果等物品。
省茶业协会会长周重旺介绍，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省茶业协会、
省红茶产业发展促进会第一时间
向全省茶界发出倡议，众多同仁奉
献爱心。新化县茶业协会、衡阳市
茶业协会、沅陵县茶叶办等先后组
织了捐赠活动。湘茶集团、湘丰集
团、渠江薄片、潇湘茶业等众多茶
企不顾自身经营深受影响，设法采
购口罩、防护服、乳胶手套、手持式
红外线测温仪等防护物资，支持战
疫一线。

湖南茶界支援湖北战疫

湖南日报3月 11日讯（通讯员
肖滔 陶韧 记者 胡信松）“没想到进
出口银行服务这么主动、快捷，第一次
合作就帮企业申请到了湖南省第一笔
进出口银行抗击疫情主题金融债专项
贷款3000万元。”3月9日，湖南梦洁
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收到发放
的贷款后说。

疫情发生后，进出口银行已累
计发行 100 亿元抗击疫情主题金融
债券，所筹资金全部用于疫情防控
相关领域信贷投放。梦洁家纺在防

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积极转产医
用口罩，被列入湖南省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名单。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主动对接
企业，在获悉企业有资金需求的情况
后，开辟业务办理快车道，并成功申请
到了抗击疫情主题金融债专项资金，
较好地满足了企业防疫物资生产经营
资金需求，同时也为企业降低了财务
成本。梦洁家纺负责人表示，有了这笔
信贷资金支持，企业将加快生产，可实
现日产N95口罩3万只以上。

首家湘企获批进出口银行
抗击疫情专项贷款

3000万元信贷助力企业转产医用口罩

3月11日 星期三 多云

“我终于能说话了。感谢你们，湖南
医生！”今天上午，我在 ICU（重症病房）
查房时，08床患者吴某笑着对我致谢。

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是吴某经历了
近1个月的煎熬才换来的。

52 岁的吴某是黄冈人，患有新冠肺
炎合并重度气管狭窄。她刚入院时，气促
非常严重。我们查房，她只能用手进行比
划；或者我们写字，她用点头或摇头来回

应。即便是这样，她仍然感到很费力。
新冠肺炎引起肺部病变，再加上气

管狭窄达到了 80%，治疗难度很大。万一
痰液堵住狭窄处，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吴
某入院后曾发生过心跳骤停，被我们及时
救回。我们一方面予以抗病毒、抗炎排痰等
对症支持治疗，另一方面加强重症监护，严
格监测生命体征。目前，吴某呼吸急促明显
好转，肺部和气管的炎症逐步减轻，能够进
行简短的语言交流了。今天查房，第一次看
到她“吝啬”了许久的笑容。

ICU 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随时
需要进行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大抢救，
医护人员的工作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
隔一天就要上一个夜班，我的作息也是

“日夜不分，黑白颠倒”。
对生命的敬畏，早已战胜了我内心

的恐惧。这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都是生
死之交。最重要的是，在治病的同时，还
要将信心和希望传递给患者。这是我在
ICU工作最真切的感受。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省
胸科医院医生 张辉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
艳 整理）

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一线战“疫”日记

湖南印发2020年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全年抽检25个食品大类、23.5万批次

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受疫情影响的部分行业和领域、“新基建”等稳增长
重大项目信贷支持力度

湖南贷款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2月末各项贷款余额44141.2亿元，同比增长16.1%

金融持续发力战疫情促生产

全省投放逾180亿元疫情防控贷款
支持9700家企业促生产稳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剑

3 月 9 日清晨，长
郡中学举行“云升旗”
仪式，4000 多名师生
齐向国旗敬礼！其中，
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
——该校1901班肖雨
析同学的爸爸、连续
32 天奋战在武汉抗疫
一线的肖湘成。

肖爸爸是湘雅医
院国际医疗部医生，也
是我省第三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的一员。30多
年前，还是一名长郡学
子。3月9日，是他驰援
武汉协和医院重症区
第32天，他在武汉全程
参加了这次“云升旗”。

“对于父亲这次出
征，我和妈妈并不意
外。”肖雨析在“云升
旗”仪式上分享父亲故
事时说。

“父亲是我心中的一座山。”
肖雨析说，每当危险、困难降临
时，父亲总是义无反顾地披挂上
阵。9年前，肖爸爸带领医疗队前
往非洲津巴布韦进行医疗援助，
亲身经历过半夜枪击事件和入室
抢劫紧急救援，应对和处理过疟
疾、霍乱、立克次体等多种集体感
染病原，还要每天面对发病率很
高的艾滋病暴露的风险，奋战
700 多个日日夜夜，最终平安归
国。“父亲的这些经历给了我勇气
与信心，我相信父亲和他的队友
们这次一定能战胜疫情，平安归
来。”肖雨析说。

在支援武汉的32天里，肖爸
爸几乎没有和肖雨析联系过。“妈
妈给我看爸爸工作的照片，他们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头顶，胸前大
大地写着‘医生’二字。在外人看
来可能有一点点矫情，但我明白，
写上名字，是为了在紧张的战斗
中快速地找到全副武装的战友，
是为了让病人清晰地看见安心的
依靠。”肖雨析告诉记者。

几天前，肖妈妈曾问过肖雨
析，怎么看待爸爸主动报名去武
汉的决定？肖雨析回答：“若需要，
我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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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就是
我的亲人、朋友

亲爱的华哥：
见字如面！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你我虽

相隔几百公里，但只需一个视频电话，
就能够“相见”。不过，我还是选择这种
传统又浪漫的方式，向你道一声平安，
诉一份思念。

记得临行前你送我上车时万般
不舍的模样。千叮咛万嘱咐，言语里
尽是担忧。而我，说不怕是假的。但
当我们踏上武汉这片土地的时候，
觉得热血沸腾，之前的担忧、恐惧一
扫而空。对于你和儿子来说，我是一
位妻子和母亲；而对于武汉这个美
丽又亲切的城市来说，我是一名白
衣战士。作为医务工作者与生俱来
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像一股巨大的
力量激励着我向前！

今天，青山方舱休舱了，我也结
束了在方舱的工作。回到住所消毒
洗漱完毕，提笔给你写信。首先想要
告诉你，我很好！在这里，我们通过

电话、视频、入舱面对面的方式给患
者做心理评估和干预。当穿上防护
服，进入隔离区，近距离接触患者
时，我对他们复杂的心理状态感同
身受。在这段没有家人陪伴的日子
里，患者就是我的亲人、朋友。每次
他们抓着我的手，尽管隔着 3 层手
套，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
信任。这段日子，将成为我人生中最
难忘、最重要的回忆！

不知道此时的你在忙什么，儿
子在干吗？请你替我亲亲他、抱抱
他，告诉他：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家中父母可好？请你代我向他们问
好！

爱你的芬芬
2020年3月9日晚

（作者杨芬：湖南省支援武汉第
六批医疗队队员、湖南省脑科医院
儿少心理科心理咨询师）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抓生产
促发展
3月10日，长沙高新

区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在生产智能电表。
2月10日以来，该公司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积极复
工复产。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何清隆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邹娜妮

3月7日，记者随双峰县民政局走访
小分队车行近一个小时，从双峰县城抵达
井字镇莲塘村。12 岁的刘英（化名。以下
困境儿童皆为化名）站在屋门口，等着大
家到来。远远望去，她的身形有些瘦弱。

还未下车，心理咨询师胡柳莲拿出
一个新书包，将 10 本书整齐放入。同行
的民政局工作人员、乡镇干部和社工忙
上前嘘寒问暖，刘英是小分队今日看望的
第3个困境儿童。防疫期间，双峰民政局
全面摸排帮扶境内的1.4万余名留守、困
境儿童，确保这一特殊群体“安然无恙”。

“因 9 岁时父母车祸离世留下心理

创伤，渐渐懂事的刘英去年10月患上抑
郁症。”胡柳莲说，“她和 17 岁的哥哥还
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疫情肆虐，正常
家庭的孩子都需要安抚。”

县民政局副局长李书来特意带来了
《朝花夕拾》《童年》《城南旧事》等10本书。
“谢谢叔叔。”羞怯的刘英捧着书，小声说。

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把自己的电
话号码留给了刘英的哥哥：“有什么困
难，第一时间告诉我。”

连日来，该县民政局开展“众志成城、
卫我儿童”系列服务活动，明确乡镇（街道）

的儿童督导员、村（社区）的儿童主任等岗
位职责，各乡镇开通24小时儿童救助保护
热线，以定点定人帮扶、志愿服务等方式，
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体温检测、物
资保障、临时监护等服务，实现重点易感
人群“零感染”。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县16个乡镇
（街道）的38名社工和众多志愿者加入关
爱队伍，通过党员干部带头、邻里互助等
方式落实临时照料措施，保障每个孩子的
正常生活和必要防护。该县民政局局长邹
和聚介绍，他们还启动了心理干预措施，

为因疫情影响出现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的儿童提供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已举办
微课14堂，电台讲座12期，为35人进行
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走马街镇新塘村初三学生王志文，
当天换上了小分队带来的新棉被。记者
看到这个贫穷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
台小冰箱，墙壁上贴着的奖状落满了灰
尘。因为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她常常顾
不上吃饭。每每走访时，大家都会给她买
来大米和油。

一天的慰问结束了，第二天的走访
排上日程。疫情之下，民政工作者心怀柔
软、奔赴各地，政策与爱心层层交织，成为
连接困境儿童内心“孤岛”的强大力量。

点亮“心灯”连接“孤岛”

陈惠芳

关于儿童的启蒙教育，曰“发蒙”，
或曰“开蒙”，皆为“启发蒙昧，开拓眼
界”之意。孔子之后，渐渐形成“蒙学”，
亦称“蒙馆”。

古有私塾，今有幼儿园。其实，家庭
也是最佳的启蒙之所。特殊时段，家庭的
启蒙教育会发生位移，方式方法与内容
也会变化，比如眼下的抗疫。

全民抗疫，不少父母“为国家，为大
家，舍小家”，奔赴抗疫一线，夜以继日，

忘我工作。一些父亲或母亲将幼儿放在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带养。挥泪辞
亲人，慨然上战场，感人的场面比比皆
是。处于启蒙阶段的幼儿，启蒙教育中
断了吗？前方后方，亲情不断，启蒙教育
亦未断。

开始懂事的幼儿，希望父母亲像奥
特曼一样去打怪兽，得胜而归。劳累之中
的父母，用视频、语音等方式与幼儿交
流，传递深深的思念与期望。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也在家里，给孙儿讲“战斗故
事”，讲“好人好事”。潜移默化。这一切，
不正好是特殊的启蒙教育吗？父母亲在
前方示范，也许给幼儿留下这样的印象：

父母亲“在外面做事，在帮助别人”“勇
敢”“能干”“受欢迎”，长大了也要像父母
亲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抗疫一线，言传身教。隔空启蒙，事
半功倍。幼儿不谙世事，父母亲多多少少
教会了一些；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幼
儿也多多少少懂了一些。看课本，看动画
片，是有益的启蒙。来自父母的亲力亲
为、亲身感受，启蒙的效果会更好。

因患难，更懂得安乐。因分离，更珍
惜聚合。当疫情防控取得全面胜利，抗疫
一线的父母回到家中，回到心爱的宝宝
身边，定会发现此种启蒙教育是多么稀
缺，弥足珍贵。

湘水余波 隔空启蒙 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