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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叶昂 万勇

4月10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按照“先基
础后完善、先功能后提升、先地下后地上”
的原则，大力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优
先解决安全问题，优先补齐功能短板，以
微改造见大成效。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民生实事
重点项目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着发展，既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民生工程，又是有效对冲疫情影响、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发展工
程。”省住建厅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住建部2017年开始在广州、厦
门、长沙等全国15个城市开展试点，2019
年住建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文在
全国全面推开。省委、省政府把这项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开
工改造1000个城镇老旧小区列入民生实
事重点项目。

城镇老旧小区是指城市、县城（城关
镇）建成于2000年以前、公共设施落后影
响居民基本生活、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
宅小区（含独栋住宅楼）。

已纳入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拟通过
拆除新建（改建、扩建、翻建）实施改造的
棚户区（居民住房），不属于老旧小区改造
范畴；以居民自建住房为主的区域和城中
村暂不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改造资金重点支持基础类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建造年代早、建设标准

低、维护养护不到位、公共环境品质不高，
尤其是居住人群老龄化程度偏高，老年人
特别需要电梯，对此反映迫切。

《通知》提出，“旧改”的改造内容分为
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

基础类改造，即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
基本功能需求的改造，包括处置违章建
筑、房屋公共部分修缮（涉及安全基本功
能）、供排水、供电、供气、道路、通信、照
明、环卫、电梯、消防等；完善类改造，即满
足居民改善型功能需求和生活便利性需
要的改造；提升类改造，即丰富社会服务
供给的改造。

对基础类改造，我省将坚持应改尽
改，中央和省级资金将大幅倾斜、给予重
点支持。加装电梯纳入基础类改造内容，
有条件加装的，应装尽装。

“优先实施建成时间较早、设施严重
落后、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筹资有保障的
老旧小区。”省住建厅负责人指出，坚持既
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区分轻重
缓急，科学编制“旧改”规划。坚决杜绝全
面开花、盲目上马，肆意扩大改造内容，随
意拔高改造标准，不充分评估筹资能力，
造成“半拉子”工程现象的发生。

充分尊重居民意愿，有效发挥
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

省住建厅负责人介绍，“旧改”就是要
尊重群众意愿，为居民创造高品质人居环
境。既要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又要
坚持以居民为主体，尊重居民意愿，实现
问题共找、方案共定、资金共筹、改造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把民生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省
级统筹、市县落实、街道和社区全程参与”
的工作机制。各市州、县市区政府是本行

政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负
责审核老旧小区改造年度申报计划和项
目内容清单，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安
排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组织做好辖区内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

城镇老旧小区大多缺乏物业管理，能
否在改造同时建立后期运营维护机制，是
长期保持改造效果的关键。《通知》要求，
改造前，应明确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并作
为小区列入改造计划的前置条件。

《通知》还提出，各地要优化项目工程
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各阶段
相关程序。各地政府应当出台既有建筑加
装电梯的实施办法，明确具体牵头部门、
办理流程和补助标准等内容。

建立多元化的可持续资金筹措
机制

《通知》提出，“旧改”要坚持“谁受益、
谁出资”原则，建立政府、产权单位、居民
合理共担机制。

尚未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单位小区，所
在单位要利用自有资金加大对“旧改”的
投入。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加大对“旧改”
的资金投入。水、电、气、暖、通信等运营企
业要大力支持，承担一定的设施改造费
用。在小区（片区）内新建或改造幼儿园、
医务室、体育健身、日间护理、养老等设施
的，当地教育、卫生健康、体育和民政等部
门要加大支持力度。

鼓励电梯、快递、物流、商贸、停车设
施、物业服务等企业进行投资，并通过获
得特许经营、公共位置广告收益、便民服
务等收回改造成本的方式参与“旧改”。

居民出资部分，可通过直接出资、使
用（补交）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提取个人公
积金、投工投劳、小区公共收益、捐资捐物
等方式落实。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
力度，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提
供信贷支持。

今年，国家将“旧改”列入政府专项债
新增的4个重点领域之一。为抢抓国家政
策机遇，省住建厅及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提前组织了项目摸排，指导各地加快项目
前期工作，建设项目库。下一步，将探索

“旧改”模式，采取集中成片统筹平衡、跨
片区组合平衡、小区内自求平衡等模式，
整合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实现项目自求
平衡，为使用专项债创造条件。

18个县（市、区）列入省级试点

《通知》指出，“旧改”坚持“一区（片）
一策”的原则，按照城市整体风貌要求，对
片区内有共同改造需求的独栋、零星、分
散的楼房进行归并整合，鼓励对片区内距
离相近或相连的老旧小区打破空间分割，
拆除围墙等障碍物，拓展公共空间，整合
共享公共资源，进行集中连片整体改造。

“旧改”要维护城市传统风貌特色、地
域特征和传统街巷肌理，创新历史城区、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风貌建筑保护
利用方式，加强古树名木和现有绿化成果
保护。推进社区海绵化改造，实施雨污分
流，提升排水防涝能力，鼓励采用节能照
明、节水器具。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省还明确了
14个市（州）的18个县（市、区）作为省级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分别是：长沙市（天
心区、雨花区）、株洲市（芦淞区、荷塘区）、湘
潭市（雨湖区、岳塘区）、衡阳市（石鼓区）、邵
阳市（邵阳县）、岳阳市（临湘市）、常德市（武
陵区、鼎城区）、张家界市（永定区）、益阳市

（沅江市）、永州市（祁阳县）、郴州市（汝城
县）、娄底市（新化县）、怀化市（会同县）、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黄利飞）拓维信息近日发布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今年一
季度公司将盈利2400至2600万
元，同比增长103.36%至120.3%。

疫情期间，该公司积极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公司软件云服务体系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约120%，主要系
三一云桌面项目在本季度确认收入
1.3亿元，对公司整体业绩有较积极
影响。报告期内处置持有的天津银
河酷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确认了投资收益957万元。

时下，拓维信息与湘江智能、
新航天路以及恒茂高科共同组建
的湘江鲲鹏备受市场关注。根据
湘江鲲鹏与华为签署的《合作备
忘录》，湘江鲲鹏将研发制造基于
华为鲲鹏主板的自主品牌的服务
器整机、PC等产品。

拓维信息在与投资者互动时
透露，湘江鲲鹏的厂房建设未受
疫情影响，已如期正常开工，预计
在4月可完成产线建设，5月份完
成产品下线；政府在市场拓展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拓维信息预计一季度业绩翻倍
软件云业务大幅增长是一大亮点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黄利飞）继2019年全面扭转上一
年度的亏损局面，长高集团经营
情况持续改善。公司近日发布业
绩预告，预计 2020 年 1 至 3 月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
至 2800 万元，同比增长 456.45%
至 679.03%，电气设备行业平均
净利润增长率为24.37%。

长高集团是湖南一家业务涵
盖输变电设备制造、电力设计与
工程服务等领域的专业化集团。
从1998年成立至今，一直聚焦电
力能源主业，以“电”为核心开展

经营活动，目前形成了输变电设
备制造和电力设计与工程服务两
大板块并驾齐驱的产业格局。

2019 年，公司通过集中力量
大力发展输变电设备和电力工程
设计服务业务，逐步退出主业外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11.59亿元，较上
年同比增长10.04 %；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超 1.44 亿
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58.89%。

长高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 2 月 13 日全面复工，根据目
前在手订单情况，管理层对2020
年度的业绩有较强的信心。

长高集团一季度预计
净利润同比增长超450%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经昼夜抢通作业，G0422
武深高速株洲段514公里处的塌
方路段，南往北车道已基本疏通，
北往南车道尚未恢复。12日凌晨
起，该路段实行单幅双向通行（借
道通行）。

武深高速株洲段514 公里处
于9日凌晨发生山体塌方，造成炎
帝陵收费站附近以南路段双向交

通临时中断。
据湖南高速集团株洲分公司

介绍，由于北往南车道的处置还
在继续，且巨石体量比南往北车
道更大，同时还需要进行山体治
理和稳固，因此双向车道彻底放
开交通仍需时日。

提醒过往驾驶员，该路段目
前限速40公里/小时，禁止使用远
光灯，请减速慢行。

武深高速株洲段恢复通行
实行单幅双向通行，限速40公里/小时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张恺姣

4 月 10 日，桂东县寨前镇红光社区
人来人往。不少村民挑着山货往社区农
副产品交易中心赶，黄常便是其中一个。

这次黄常背了 15 公斤薏米，卖了
420元钱，心里喜滋滋的。“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解决了我们的销售难题，非常感谢黄
队长！”黄常说。

“黄队长”叫黄智敏，是国网桂东县供
电公司干部，今年57岁。

寨前镇是红六军团长征首发地。因
资源缺乏、基础设施滞后，社区居民生产
生活困难，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户76
人。

2017年5月，黄智敏主动申请，和同
事向文亮来到红光社区帮扶，黄智敏任驻
社区帮扶工作队队长、社区党支部第一书
记。看到仍旧贫困的乡亲，黄智敏暗下决

心：“群众不脱贫，我不离社区。”
黄智敏一家家走访，与乡亲们交朋

友。75岁的黄桂荣腿有残疾，老伴去世后
生活困难。黄智敏走访时发现黄桂荣的
土坯房子漏雨，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改造。

为改变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黄智敏
和镇、社区干部筹资400多万元，修路、改
造电网、建设安全饮水工程等。

经 2 年多努力，红光社区大变样，柏
油路、水泥路四通八达，企业车间机器轰
鸣，泉水哗哗流进居民家……

“以前电压不稳，机器跑不动，每个月
产值最多10万元。”红光社区全全手袋厂
负责人黄光学说，电网改造后电压稳了，
工厂每月产值提高到20多万元，安排20
多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2000多元。

路通了、电压稳了，全全手袋厂这样
的小加工企业在红光社区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目前已有16家。

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关键。黄智敏

指导成立红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发展薏
米、花豆、莲藕、蜜蜂等种养业，吸引群众
加入。

走在红光社区的田间地头，油茶基
地、莲藕基地、花豆基地等一个个生机勃
勃。莲亿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公司
在社区种莲藕20多亩，套养泥鳅，每亩预
计收入可达 1 万多元，带动 10 多户群众
增收。

在国网桂东县供电公司支持下，去年
11月，社区还建起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既
解决了种养户销售难题，又增加了集体收
入。交易中心建立以来，已帮助全镇629
户贫困户销售农副产品57万余元。去年
社区集体收入由2017 年2000 元增加至
1.2万元，今年将突破4万元。

产业兴，脱贫快。至去年底，社区33
户72人脱贫。黄智敏表示，剩余3户4人
将在今年内实现脱贫。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俐君 杨伊媛）
贷款线上办，抢抓农时保春耕。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强化科技赋
能，推出“极速贷”“E 捷贷”等线
上贷款产品，加速解决客户融资
难题，助力春耕春种。今年1至3
月，该行累计发放支农贷款逾10
亿元。

“邮储银行贷款申请简单，放
贷迅速，可以放开手脚忙生产
了！”眼下正值烟叶种植关键期，
新宁县巡田乡烟叶种植能手谢洋
资金短缺，一时无法购置农资。
邮储银行新宁县支行获知谢洋的
困难后，信贷经理上门服务，引导
客户通过线上渠道申请“极速
贷”。谢洋在手机上提交申请，银
行即时审核通过，5 万元资金“火
速”到账。

邮储银行线上信贷产品给湘
潭谭先生“帮了大忙”。谭先生的
公司主营政府和事业单位食堂蔬
菜配送业务，在邮储银行已有50

万元小额贷款。疫情期间，其公
司流动资金紧张，无法充足备货
保障开工单位食堂蔬菜配送需
求。谭先生从邮储银行得知其此
前的贷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开通
线上“E 捷贷”，很快获得 50 万元
资金。

衡南县大佛山农机农技种养
专业合作社存栏鸡 10000 羽，急
需现金储备饲料。该合作社负责
人一筹莫展，邮储银行衡南县支
行远程视频指导他用手机银行完
成“极速贷”线上贷款申请，获得
贷款3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发生以来，邮储银行湖南
省分行服务“三农”不停歇。该行
加强与政府、省农担等平台对接，
创新推出救灾贷、粮食贷、生猪贷、
特色贷、油茶贷等产品服务。通过
配备专人、线上办理、绿色通道、政
策连续、化解逾期、优惠利率等专
项举措，简化贷款流程、优化服务、
减免费用，让更多优质的“金融活
水”注入春耕春种。

邮储银行“线上快贷”保春耕
今年前3月在湘累计发放支农贷款逾1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黎小湘

清晨薄雾里，一片
山湾热闹起来了。

“听说黑山羊下崽
了 ，我 得 早 点 过 去 帮
忙。”4 月 10 日，慈利县
岩泊渡镇任氏桥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吴玉慈早早
起床，来到村里的羊圈，
清理羊粪、放羊入山。

“干这活累吗？”羊
圈的腥味扑鼻而来，记
者不禁问道。

“不累。一年有2万
多元收入，每天还供3餐
饭。”吴玉慈告诉记者，
自己很珍惜这个工作，
怎会嫌它累呢？

在任氏桥村，贫困
户大多有3笔收入，村民
称其为“3大翻身账”。

和吴玉慈一样，任
氏桥村 12 户贫困户在
村里合作社常年有务工
收入。这是第一笔收
入，人均一年有 1.5 万
元。

站在田埂上，一丘
丘梯田映入眼帘，耕整
机在忙碌着。“我们在田
里种优质稻，还养鱼。”
贫困村民宁桂英说。

原来，合作社流转
了 186 亩土地，搞稻田
养鱼。宁桂英家的 4.5

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有1800元
土地流转费。土地流转费成了村
里贫困户的第二笔收入。

“第三笔收入是什么呢？”记
者问省水运管理局派驻村里的扶
贫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彭剑虹。

“所有贫困户入股村里两个
合作社，年底每人都会有分红。”
彭剑虹说，在省水运管理局和慈
利县合力支持下，村里合作社办
起了乡村腊肉熏制、有机水稻种
植、红薯种植及红薯粉丝加工、中
药材种植、鸡羊养殖等产业项目，
去年贫困户每人保底分红 200
元、最高分红400元。

“打好翻身仗，主要靠做大做
强产业。”任氏桥村党支部书记李
仕兴说，近几年，在后盾帮扶单位
帮助下，村里产业大发展，村民日
子 越 过 越 好 。 2014 年 至 2019
年，全村累计脱贫72户273人，贫
困发生率降为0.16%。

通讯员 唐艳丽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打桩、插竹搭架、施基肥……4 月 9
日，清明节后又一个晴天，宜种罗汉果。
茶陵县秩堂镇东首村村民龙文生带着 5
个人，一早就到了地里。

“现在事不多，去年忙的时候要请20
多个人，一年工资就开出8万多元。”龙文
生说。

5年前，龙文生还是一个穷汉子。在
一场火灾中，他面部、手部被烫伤。“顶着
一张毁容脸，谁肯要我做事啊！”提起过
去，龙文生唏嘘不已，“没工作没收入，温
饱都成问题，人都没点自信。”

2015 年，龙文生迎来命运转折点。
这年，株洲市纪委帮扶工作队进驻东首
村，选定罗汉果种植为村里扶贫产业。在
帮扶工作队帮助下，龙文生加入合作社，
不仅在合作社打工赚钱，还能享受分红。

春种“罗汉子”，秋收致富果。2 年
后，龙文生和村里另外 13 户贫困户顺利
脱贫。

2018年，东首村整村脱贫。当年11
月，株洲市纪委帮扶工作队换到其他村，
茶陵县纪委接力，向东首村派出驻村工作
队。

“东首村的罗汉果有了知名度，要把
产业发展壮大。”茶陵县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刘志勇认为，要尽快扩大罗汉
果种植规模。

“我也想承包点地搞种植。”在合作社
打工 3 年，龙文生已熟练掌握种植技术，
动了当“小老板”的心思。

“这是好事，我们大力支持。”刘志勇鼓
励龙文生。去年，龙文生与人合伙承包70
余亩地种植罗汉果，当年收入20余万元。

龙文生又有了新想法，再承包 30 亩
地，将种植规模扩大到100余亩。

“技术专家估计，今年每亩会比去年
增加收入1000多元。”临近中午，龙文生
收拾农具回家吃饭。走在乡间小道上，他
挺直腰杆，脚下生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惠民生、补短板、稳投资”的
重大工程。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快推进——

湖南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按下“加速键”

“群众不脱贫，我不离社区”

穷汉子·罗汉果·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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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4月12日，永
州市零陵区接履
桥街道桑葚果园，
区纪委、监委干部
利用休息时间为
桑葚销售“代言”、
直播。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当地桑葚销售困
难。对口扶贫的零
陵区纪委监委积
极出谋划策，帮助
销售。
杨 万 里 秦 友 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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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布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十年规划

到2030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5%以上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胤武）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湖南省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2020- 2030）》（以 下 简 称《规
划》），明确了我省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发展方向与分阶段目标。

《规划》编制遵循“政府引领、
市场参与；科学发展、创新转型；
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原则，在分析现状问题
的基础上，预测了建筑垃圾近期、
远期产生量与发展目标，提出保
障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政策扶
持、考核监督、技术指导、宣传推
广等措施。

《规划》明确，至2020年全省
规划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基
地37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35%以上；至2025年全省规

划建设相关基地60个，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70%以上；至2030年全
省规划建设相关基地75个，资源
化利用率达到85%以上。

省住建厅介绍，《规划》的编
制出台，有助于发展科技为先、创
新为本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
术体系，有助于构建因地制宜、布
局合理、管理规范的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设施体系，有助于建设
全省一体化、技术先进的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监管体系。

建筑垃圾也是城市的“矿产
资源”，建筑垃圾处置必然要走
资源化利用道路。据不完全统
计，2019 年全省建筑垃圾（主要
包括工程弃土、盾构土、拆除垃
圾、装修垃圾、工程垃圾等）产生
量约 1.83 亿吨，资源化利用率约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