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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徐德荣
唐曦 通讯员 王卫全 邝晟祺）“上个
月园区牵线贷款的 300 万元已到账，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我们抓紧生产，力
争今年比去年效益更好。”近日，在衡
山科学城湖南华庆科技有限公司，千
级无尘车间一片繁忙，企业负责人邓
加礼乐呵呵地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衡阳市许
多企业复工复产存在资金短缺困难。
该市第一时间开展走访调研活动，梳
理企业融资需求与难点。并搭台召开
银企对接会，引导各县（市、区）政府探
索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与担保机制，督

导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开通应急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帮助企业快速融资。今
年第一季度，该市辖区内银行机构支
持企业信贷投放1786笔，共计241.94
亿元。

同时，衡阳市引导银行机构适当
下调贷款利率、减免相关服务费用等，
切实为企业减负。“对支持疫情防控的
企业尤其是防疫名单内企业，都可享
受一年期最优惠贷款利率。”农发行衡
阳分行负责人说，疫情发生以来，他们
在投放贷款上已让利424万元。

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微企业经
营受损，原有贷款按期还款成了难题。

衡阳市急企业之所急，引导银行机构
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
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各
银行机构还适度提高小微企业“首贷
率”和信用贷款占比。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银行机构对小微企业续贷共计
213 笔，金额 16.19 亿元；对小微企业
新增首贷504户，金额23.9亿元。

金融“活水”解了企业发展资金之
“渴”，推动衡阳市经济加快恢复生机
和活力。3 月初，该市今年首批 112 个
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超 520 亿
元。目前，全市 1048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已全部复工。

金融“活水”解发展之“渴”
衡阳104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谢东晖

这段时间，随着餐饮业的陆续回
暖，位于资兴市的青岛啤酒郴州有限
公司迎来了一波销售旺季。4月25日，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东江湖作为地表I类
水，好水出好啤。今年1季度虽受疫情
影响，但实现销售收入 5910 余万元，
同比增长2.56%。

为做好水文章，该公司去年投资建
设的易拉罐苏打水生产线，今年4月底
可试机生产。因为纯净的东江湖而落户
资兴，又因为这湖好水扩建生产线，点水
成金的故事在青啤郴州公司不断上演。

位于资兴市的东江湖不仅是生态
之湖，也是聚宝之盆，让资兴连续多年
跻身全省经济十强县，也滋润出了资
兴这个中部经济百强县，这是大自然
的馈赠，更是该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重要成果。去年
11月，该市被生态环境部授牌命名“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是我省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坚守“绿色理念”，先后
拒绝600多亿元投资

资兴市委、市政府把保护好东江
湖作为“最大政绩”，举全市之力推
进东江湖保护“一号工程”。市委书记

黄峥嵘说，东江湖是资兴的母亲湖，也
是资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优势，
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为此，该市在省人大常委会颁布
施行《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
的基础上，组织编制了《东江湖流域水
环境保护规划》等一系列保护优先政
策和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建设，
全市构建了县、乡、村纵向到底、市直
各部门横向到边的东江湖保护工作推
进机制。”郴州市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局
局长黄宾说，资兴市将东江湖保护工
作任务纳入到了各相关乡镇和市直单
位年度综合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

（下转2版①）

“绿色宝库”聚强劲动力
——资兴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亦恩 张冰明

4 月 25 日一早，岳阳市南湖新区
月山管理处渔民胡勇强带着儿子胡铭
楠进了城。作为洞庭湖月山水域巡逻
队员的他，当天正好轮休，他便帮岳父
打理报刊亭，笑容满面地接待游人。岳
父则带着小外孙，在湖边玩耍。

作为洞庭湖渔民，44岁的胡勇强颇
有些“来头”。“我家世代以捕鱼为生。”
胡勇强说，“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
我的祖先就从汉水漂到岳阳捕鱼，至今
已有356年了。我是第十六代。”

16 岁初中毕业后，胡勇强就随父
亲下洞庭湖捕鱼，主要捕捞针尖鱼。每
年 7 至 10 月，他与弟弟胡勇军各驾一

条木船，漂在湖上，下网、拖网、收网、
洗鱼，一气呵成。运气好的话，兄弟俩
一天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胡勇强说，
每年捕鱼4个月，兄弟俩与风浪抗争，
有时甚至以命相搏，基本满足一家人
的生活需求。

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从2019年
12月20日开始，洞庭湖水域全面禁捕。

第十六代渔民，28年的捕鱼生涯，
356年的渔业传承，在胡勇强身上划上
了句号。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胡勇强有些
难过，甚至有些不平，但仔细思考一番
后，他还是于去年12月第一个在协议
上签了字，上交了渔船和捕捞证，领到
了补偿款。

“鱼越来越少，总有枯竭的一天。”

胡勇强说，禁捕虽然影响了自己的眼
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保护渔业
资源和生态环境。

“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儿子也需要
更多的陪伴，我们迟早要上岸。”胡勇
强说，早一天上岸，早一点离开风浪，
可以让儿子彻底和捕鱼告别，可以更
好地陪伴家人，趁自己年轻，在政府的
帮助下，还可以重新谋划生活。

像胡勇强一样持证的渔民，南湖新
区还有101户。自禁捕工作启动以来，
南湖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积极部署,推
进渔民退捕工作。去年10月，南湖新区
总经济师姜华在渔民家中待了3天，倾
听民声。随后，区农委、人社局、月山管
理处工作人员逐户上门了解情况，开展
沟通和交流。

▲ ▲

（下转2版②）

微笑中的告别
——第十六代渔民胡勇强上岸记

守护一江碧水
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周月桂）
刚刚结束的“湖南米粉大擂台”，让餐
饮消费不断升温。记者今天从省商务
厅获悉，目前，我省重点调度的1862家
餐饮企业九成已复工。另据省餐饮协
会介绍，目前各大餐饮企业业务量恢
复至往年的六成左右。

一段时间以来，我省密集出台多项
举措，引导消费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湘消费”拉动消费杠杆效应明显，覆盖
全省14个市州，包括餐饮、商超、旅游、
零售等各服务行业。“湖南米粉大擂台”
聚齐全省14市州48家米粉名店、124
种特色米粉、123款风味小吃，现场销

售各类米粉近2万公斤，总额逾100万
元，各类订单和采购金额逾100万元。

4月20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支持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
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支持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行业渡过难关，
进一步恢复市场活力，尽快实现行业
平稳健康发展。文件提出，省级财政将

统筹安排2亿元住宿餐饮行业纾困资
金，主要用于信贷风险补偿、担保风险
代偿、新增就业补贴等。4 月 24 日，省
发改委牵头，召集省商务厅、省财政
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银
保监局、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厅局，研
究具体实施细则。 ▲ ▲

（下转2版⑤）

支持举措密集出台 餐饮企业各出新招

我省餐饮行业九成已复工
以前以堂食为主的餐饮企业，现在都已经开展外卖配送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罗幸

无人自动驾驶汽车，远程“全息影
像”会议，工业智能化……这是5G技术
带来的炫幻高科技。而一切5G应用场景
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提，必须有5G基础
设施的覆盖。

今年，我省计划新建5G站点20040
个。3 月以来，全省 5G 建设速度明显加
快，有望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抢抓晴好天气建设5G基站
4月24日11时许，长沙市仙岭中路

与新兴路交会处，耸立着一座35米高的
通信塔。43 岁的塔工陈永良爬上塔，安
装3台5G设备。

两个小时前，他和工友在塔下完成

了5G设备的防水、连接等准备工作。
陈永良是中移建设公司的一名塔

工，他从2005年开始从事基站设备安装
工作，上塔登高早已驾轻就熟。

站在塔下，向上仰望，大约有60级钢
筋条插入而成的台阶。记者原以为爬塔过
程将非常艰难，不料陈永良手脚并用，三
五分钟就爬到了30米高的设备安装处。

他固定好安全带和滑轮后，开始和
塔下的另外一名工友配合吊装设备。在
塔上作业近两个小时，3台5G设备终于
安装完成。

“在通信塔的3个面安装天线装置，
这样 5G 信号可 360 度覆盖 500 米为半
径的区域。”长沙移动工程建设中心雨花
区5G建设项目负责人秦柱介绍，该网点
附近以比亚迪汽车等工业企业居多，施
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建设，以尽

早帮助企业实现5G应用。
秦柱说，5G 建设施工技术并不难，

但需要展开大量协调工作。遇到非技术
难题，他就会第一时间找“联络员”——
长沙市雨花区工信局副局长李跃权。“要
与基站所处的小区、企业密切联系，还得
协调电力公司、物业公司，区里给了很大
的支持。”

今年2月21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明确要求加快我省5G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化发展。

为了改善5G施工环境，李跃权每天
了解施工进度，并把施工任务分解到了
社区、街道。3月当月，雨花区完成了300
多个5G基站建设任务，有望在4月建成
620个5G基站，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

（下转2版④）

经济社会有亮点经济社会有亮点
精准施策看湖南精准施策看湖南

新华社记者 周楠 张晓迎 王昕怡

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作
为长江三大名矶之一，城陵矶如突入
江中的岩石一样，与长江水相依相融，
目睹它千万年来滚滚东逝，见证它近
年来发生巨大变迁。

城陵矶位于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
处，水面宽阔，不淤不堵，自1899年设
关开埠以来，一直是长江八大深水良
港之一、长江中游水陆中转和水水中
转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湖南省水路第
一门户和对外贸易“北大门”，为地方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破坏与光环相伴相生。机器
轰鸣，矿石成堆，晴日漫天灰，雨天遍
地泥，是港区居民对城陵矶港的深刻

印象。噪音、扬尘、污水、怪味……每一
样都难以忍受。

“我家以前住港口家属区，从来不
敢开窗户，灰尘经常铺天盖地。”港区
居民涂良回忆。

“煤炭、铁矿石在码头堆积如山，
没有遮盖，一下雨就污水横流，从码头
回来，鞋子都不想要了。”在城陵矶港
生活了50年的聂志强，一直盼望这座
老港口能有变化。

2016年，长江的发展与保护进入

新时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城陵矶港也终于迎来蜕变。

在通常被称为“新港”的国际集装箱
码头，每天产生生活污水100至120吨，
加上高岭土等矿物集装箱的清洗污水，过
去按三级排放标准处理后，再排入长江，
给水体造成污染。2016年前后，城陵矶港
投入1800万余元对此进行提质改造。污
水处理系统升级后，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由三级提升到一级，集装箱清洗污水沉
淀后进行循环利用。

▲ ▲

（下转2版③）

守护一江碧水，
这座百年老港如何“转身”

5G悄然而至
——湖南今年将新建5G站点逾2万个

4 月 25日晚，
一艘游船从长沙市
浏阳河湘江入口三
馆一厅旅游码头出
发，开启夜游橘子
洲之旅。从16日开
始，龙骧浏阳河水
上客运有限责任公
司在加强防疫的前
提下，正式复航湘
江游船。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夜
游
湘
江

互联网上的蓬勃生机

省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一季度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一季度全省产业迎难而上，展
现出十足的发展韧性，一些细分局部
领域表现可圈可点。特别是3月份主要

经济指标回升较快，发展态势企稳
回暖。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危中有机
天地宽——一季度湖南经济数据解
读”系列报道，对全省一季度经济数
据亮点进行分析解读。敬请关注。

危中有机天地宽
——一季度湖南经济数据解读

编者按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刘满

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至2月，全省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营业
收入增长51.9%。疫情之下，逆势增长
的动力从何而来？疫情之后，发展的良
好势头能否延续？记者采访多家互联
网企业以及业内专家、政府部门，解码
数字背后的活力与信心。

从数据看，企业抓住机遇
营收看涨

主打成人网上教学的湖南潭州教
育比疫情之前更显忙碌。在“潭州课
堂”APP上，学员可以跟老师学习弹琴
绘画，也可以学习如何种菜。近1个月
来，潭州教育的注册用户从 700 多万
增加到800多万，一季度营收1.68亿元，
同比增长94.8%。

热火的在线教育，正是疫情下我省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收入增长的一个缩
影。疫情让很多行业脚步放缓，但线上
需求却在持续放大。工信部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这次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带
来网络流量的爆发式增长，疫情期间互
联网流量较去年底增长超过50％。

省工信厅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处
负责人认为：“多家平台型移动互联网
企业呈现强劲的逆势增长态势，其增
长一方面与疫情有关，更重要的是企
业调整结构、推出新产品，满足海量市
场需求。”

疫情期间，移动直播头部平台映
客直播推出“直播+”，与教育、医疗、电
子商务等垂直领域深度结合，日活跃
用户数、开播人数、停留时长等各维度
数据均有40％以上的涨幅。

作为湖南最大综合型移动游戏公

司，草花互动自主研发新游戏产品，加
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带动公司一季
度营收2.1亿元，同比增长46%。

兴盛优选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交
易数据，进行市场预测分析，提升供应
链效能，才能在运力和开工率不足的
情况下提升服务效率。

业内人士表示，社区团购渐成常
态、“云签约”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有力推动前两月我省互联网及相关服
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营业收入，
分别实现 51.9%、4.5%的逆势增长，

“线上”经济的活力为我省经济发展添
上了一抹暖色调。

从趋势看，产业有活力
发展有底气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2月全
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0.1%、
0.7%，我省的增长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从多地已公布的前两月或一季度
经济数据来看，我省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营业收入的增幅，也高于江苏、广
东、北京、上海等地。

由此可见，即便在疫情之下，我省互
联网产业依然保持着较强的产业活力。

疫情发生后，我省一批互联网企业
早早行动，成为抗击疫情的生力军。1月
底，长沙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

“问卷星”就主动与政府部门、医疗机构、
企事业单位及公益组织对接，免费提供
技术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带动公司
一季度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105%。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免费问卷调
查平台，“问卷星”是近年我省崛起的
互联网产业大军中的佼佼者之一。

“湖南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
的‘沃土’。”省工信厅信息化和软件服
务业处负责人说。2014年以来，我省抓
住移动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
出台政策，拿出“真金白银”，优化营商
环境，短短几年迅猛发展，全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营收在 2018 年突破了千亿
元，近 40 家知名软件和互联网企业，
先后在我省设立全国总部或区域性总
部，催生出强劲的发展新动能。

长沙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之后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
在我省互联网企业集聚区长沙高新区

内，长沙信息产业园一季度新增移动互
联网企业218家。至3月底，长沙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企业(含软件企业)总数达到
9940家，上半年有望突破1万家。

从前景看，发力“新基建”
未来有信心

在我省移动互联网和软件产业一
季度运行形势分析会上，半数重点企
业表示预计全年将出现增长态势，四
分之一的企业表示全年营收将与去年
同期持平。

疫情影响仍在延续，但布局“新基
建”，让企业对市场的信心增强。

省工信厅综合研判，生活服务、企
业服务等互联网企业将随着疫情发展
态势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在细分优势
领域、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我
省移动互联网企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
展机遇。

随着国家“新基建”相关政策的出
台，5G、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将成为未来经
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信通院
政策与经济研究所辛勇飞分析说：“疫
情后工业互联网对产业经济贡献将持
续提升。”

近期，长沙软件产业受到前所未
有的关注，一场“软件业再出发”的行
动在长沙轰轰烈烈展开。依托一批“国
字号”基地和平台、一批头部代表企业，
长沙计划用3年时间推进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

业内专家认为，数字经济是我省
近年发力重点，制造强省建设加快了
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当前，一大批技术
含量高、项目前景大的大数据、区块链
产业发展重点项目上马，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步入“快车道”，人工智能技
术加快布局。今年1月，省政府与华为
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
推动鲲鹏计算产业发展。通过软硬件
产业结合，共筑鲲鹏生态体系，预计可
带动产业链产值约800亿元。

省工信厅表示，我省移动互联网
产业政策3.0正在加快推动出台，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也将尽快下达，缓解企业
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引导地方政府优
先支持本地企业承担“新基建”场景应
用的试点示范项目，扩大市场应用。

新兴行业受疫情影
响相对较小，表现出较强
的韧性。1至2月，互联网
及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分别
增长51.9%、4.5%。

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