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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5月 13 日讯(记者
赵志高)“村里有了自来水，幸福指
数大提升。”5月12日，怀化市麻阳
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民
谭显清拧开水龙头用自来水淘米，
他笑着对记者说，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成后，村里许多脱贫户添置了
洗衣机、热水器。

据了解，为助力脱贫攻坚，近几
年来，怀化市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抓，并将
其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因地制宜采
取城乡供水延伸、骨干水厂拓展、建
设集中供水工程等方式，全力予以

推进。目前，该市已实现农村安全饮
水全覆盖，全市417.24万农村人口
喝上了“安全水”“幸福水”。

为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怀化
在推行质量管控、群众跟班监督的
同时，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回头
看”，确保农村饮水工程发挥实效。
溆浦县均坪镇金屋湾村属喀斯特地
貌，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小山村。去
年，该县在“回头看”时对该村饮水
安全工程进行巩固提升，直接从地
下200多米的溶洞里取“甘泉”，全
村 440 户 1471 人彻底告别了天旱
时靠消防车、洒水车送水喝的历史。

同时，怀化市十分注重水源保
护，建立市、县两级水质检测中心
13处，强化水质检测、监测，确保农
村饮用水水质达标和供水安全；建
立权责明晰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
理体制，建立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维修养护基金，落实用地、用电、
税费等优惠政策，确保每处工程建
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怀化通
过整合涉农资金、融资代建、政策性
贷款等，累计投入 16.3 亿元，建设
农村供水工程 8568 处。目前，怀化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89%。

通讯员 欧阳林 夏阳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5月13日一大早，天还未
亮透，汨罗市川山坪镇桥坪村
贫困户任伟和妻子背上竹篓
出门，趁着凉快打猪草。他家
120头猪正等着吃呢。

任伟有四兄弟，他排行老
四。老二、老三都是单身，几兄
弟与父亲住在一起。家在高山，
田地又少，外出打工收入也不
高。2014年，这一大家子被分
为两个户头，都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其中单身兄弟为一
户，任伟一家和父亲为一户。

2017年，在政府帮扶下，任
伟一家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住到了山下。但一家人的生计难
以稳定维持。后盾帮扶单位汨罗
市财政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工
作人员、镇村干部千方百计为他
出点子：山上的房子空着，又是
单独的一栋，可以养猪。

任伟暗下决心：“一定要拼
一次！”他通过小额信贷，又找
亲友借，筹资养了40多头猪。

记者随川山坪镇党委书
记郑丰、驻村扶贫队队长徐卫
军等，翻山越岭来到任伟的养
殖场。记者看到，场里有膘肥
体壮的大猪，也有活蹦乱跳的
猪仔。“去年猪价大涨，你赚了
不少吧？”记者问。

“赚了差不多 10 万元。”
任伟笑出一脸阳光，“去年下
半年，我扩建了猪圈，现在有
120头猪啦！”

今年初，汨罗市委、市政
府号召各镇贫困户开展“油茶
种植助推产业扶贫”活动。任
伟迅速响应，开垦自家两座山
头上3亩多地，种了600多株
油茶苗。经精心培育，油茶苗
成活率达 97%以上。“两三年
后就能看到收益咯！”任伟说，

“有了好政策，加上自己努力，
想不脱贫都难！”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夏红梅

5月10日，记者来到益阳市赫
山区龙光桥五龙坝村，参加了一场
座谈会。与会人员有村干部、合作社
理事、贫困户代表，还有赫山法院派
驻村里的两任扶贫队队长。

前任扶贫队队长肖洛夫因身体
原因，今年3月离开岗位后，这天第
一次回五龙坝村。村党总支书记曹
立秋临时召集大家座谈，欢迎肖队
长“回家”。

众人刚坐定，五龙合作社法人代
表曹建军抢先发言：“肖队长，今年社
里几十亩丝瓜蒌长势喜人，亩均收入
可望超过万元，帮扶贫困户由8户增
加到12户。我们虽然去年才搞合作
社，但几个伙计都是党员，办事齐心
有责任，各项工作带头干。”

“我这入党积极分子也不甘落
后啦！”曹建军话音刚落，永起农机

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民说，“国家大力
推广双季稻，我们农机合作社也跟
着红火，村里今年仅种双季稻就超
过3000亩，做事的贫困户日工资高
的有200 元。”曹介民说完，贫困户
曹建毛鼓掌说：“我们夫妇在曹总那
里做事，一天可赚360元，今年全家
收入怎么也要上4万元。”

五龙坝村有5300多人，221名
党员，106 户贫困户，村党总支在
2018年被区委组织部定为“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2019年初，肖洛夫
来到村里，狠抓组织建设，政策入
心、制度上墙，村级组织凝聚力增
强，党员积极性调动，成立了4家合
作社、2个家庭农场，去年顺利摘掉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帽子。
“党建抓得好，么子事都好办。

村里已有96户脱贫，后面的工作我
们有信心。”轮到曹立秋总结，他有
点激动，当了十几年村支书，这两年
才有成就感，对未来充满憧憬。他

说，接任肖队长的丁懿是个80后女
干部，曾在吉首法院工作，干过2年
扶贫，是湘西州扶贫先进个人。她今
年 3 月来五龙坝，一个月走遍所有
贫困户，记了厚厚一本笔记，提出吸
引大学生回乡创业、加强技能培训
等多种扶贫途径。两任扶贫队长承
前启后，五龙坝村发展蓝图日趋清
晰。

“扶贫工作要把握好政策，齐心
协力，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丁
懿说，4 月初，工作队、街道干部和
村支两委召集种粮大户开会，发动
他们扩种双季稻，完成双季稻种植
3100 亩。同时，村里要利用地处城
郊的优势，发展特色水果采摘、蔬菜
大棚种植等，打造休闲农业，为周边
企业定点供应食材。

肖洛夫一直认真听着，等大家
说完，他站起身，对丁懿说：“走，我
们到村里看看，一定要将这张蓝图
绘到底。”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洪樱 成依潇）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全省农信系统 2020 年“开门红”
竞赛活动暨2019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
上获悉，今年，全省农信系统克服疫情
影响，存贷款业务逆势上扬。截至4月
底，全省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达
10996亿元，比年初增加1026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 6577 亿元，比年初增加
507 亿元，存款、贷款总量均居全省金
融机构首位。

创新营销方式，存款业务快速增
长。今年，全省各地农商银行克服疫情
影响，利用网点深入乡村、客户经理与
农户打成一片的优势，通过电话开展
营销，利用村微信群、“村村响”大喇叭
等渠道加大宣传。省农信联社在疫情
防控期间，发布定期存款自动转存温
馨提示，为客户提供方便。长沙农商银
行在防疫期间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
线上方式开展“云营销”；宁乡农商银
行加大农村金融便利店和社区银行综
合体建设，让农户足不出村就可办理

各类金融业务，满足客户对金融服务
的多样化需求。全省农信系统存款业
务逆势上扬，快速增长。截至4月底，全
省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达10996亿
元，比年初增加1026亿元。

精准对接需求，加大信贷投放。今
年，省农信联社启动“暖春行动”，加大
春耕备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以及脱
贫攻坚贷款的投放。长沙市、蓝山县、
中方县等农商银行推出“防疫快贷”

“战疫贷”等特色贷款产品助力疫情防
控；道县农商银行推出“流水贷”“税融
贷”“福祥e贷”等信用贷款产品，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截至4月底，全省农信
系统涉农贷款余额4443.77亿元，较年
初净增 202.56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2983.64亿元，较年初净增246.51亿
元，已累计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1.08
亿元。截至4月底，今年，全省农信系统
已为 5042 家复工复产企业发放贷款
378.14 亿 元 ，投 放 春 耕 备 耕 贷 款
143.52 亿元，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6.7亿元。

全省农信系统存贷款业务逆势上扬
存款、贷款总量均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洪樱 成依潇）“以前取钱，要
坐摩托车到镇上，来回至少要1小时；
现在村里有了金融便利店，不出村就
可取钱，还能代缴手机费、电费，真方
便。”今天，宁乡市龙福新村村民周青
松在金融便利店取完钱后告诉记者，
他从家里出发，到取完钱回家，只用了
8分钟。

周青松所说的金融便利店是宁乡
农商银行设在龙福新村的金融便民服
务点，最多的一天有50多位村民前来
办理业务。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点设
在一家小卖部里，以小卖部老板名字
命名，取名罗三农村金融便利店。面积
不大，但功能齐全。不仅可取款、查询
账户、转账汇款、存折补登、挂失、密码
修改，还可办理社保、信用卡、电子现

金、话费水费电费等缴费和扶贫对账
明细查询业务。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之前，龙福新
村是金融服务网点空白区，村民们办
理金融业务要去5 公里以外的夏铎铺
镇，很多留守老人取钱、缴费十分不
便。罗三农村金融便利店设立后，不仅
方便了龙福新村的村民，还能辐射到
周边3个村，为移动支付困难的村民特
别是老人带来了便利。

罗三农村金融便利店是我省农信
系统倾情服务“三农”，做有温度的百
姓银行的一个缩影。截至4月底，全省
农信系统已在乡村、社区设置了 5883
家助农取款服务点、1993 家农村金融
便利店，为村民提供取款、转账汇款、
代缴费等便利服务，实现“农村地区金
融服务不出村”的目标。

农信系统开了近8000家金融“便利店”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杨贵新

5 月 10 日，隆回
县司门前镇鸿鑫金
银花种植合作社基
地，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胡中常指
导几名花农整形修
剪金银花。

今年 50 岁的胡
中常是隆回县农业
专家组首席专家，常
年穿梭在金银花丛
中，被农户称为“花
痴”。去年，他被评为
全国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先进个人、全省
优秀科技特派员。

金银花是隆回
县小沙江等高寒山
区的支柱产业，产量
低、病虫害管理不到
位等难题曾一度困
扰当地群众。2006年
初，胡中常被定为金
银花产业化开发和
推广项目科技特派
员，走上金银花科技
扶贫之路。他自带干
粮深入小沙江研究

金银花，经数月努力，终于找到
问题症结所在。原来当地金银花
品种混杂、良种率低，加上当地
群众缺乏防治病虫害知识，金银
花种植效益不尽如人意。

为解决品种良莠不齐问题，
胡中常经过探索实验，培育出

“金翠蕾”“银翠蕾”“白云”3个国
家级金银花良种，产量比老品种
高出 30%，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2018 年，他建立南方金银花良
种苗木繁育中心，培育以金银花
为主的各类优质良种苗木 500
余万株，累计带动 3000 余户贫
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为尽快提高广大药农的种
植管理技术水平，胡中常数次自
费邀请华中农大、中国林科院湖
南分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到场
讲课，为小沙江镇、虎形山瑶族
乡、金石桥镇等乡镇近 1000 户
种植专业户进行免费培训。

司门前镇红光村贫困村民
刘哲安以前没种过金银花，在胡
中常悉心指导下，他很快成为金
银花种植与加工能手。2013年，
他成立鸿鑫金银花种植合作社，
注册“红光银芽”金银花茶商标，
带领村里近90户村民种植金银
花，实现人均年增收3000元。

如今，隆回县年产金银花干
花 1.1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50%
以上。

怀化8成农村用上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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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5 月13 日，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现场机
构云集、座无虚席。

2005年创立，2017年在上交所上市，
通过“以直营连锁为引导、加盟连锁为主
体”的销售模式在全国各地“跑马圈地”，绝
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高速成长，一
跃成为休闲卤制品行业的龙头，也成为资
本市场上颇受资金热捧的“白马股”。

绝味食品自有其“魅力”。
业 绩 上 ，2019 年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51.72亿元，同比增长18.4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 8 亿元，同比增
长 25.06%；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0.28 亿
元，同比增长112.09%。绝味食品是一个
业绩连年增长的“好味道”。

渠道和规模上，绝味食品形成了覆
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营
和加盟连锁销售网络。截至 2019 年底，
公司累计开设门店达 10954 家 (不含
港澳台)。董事长戴文军表示，近年来，公

司一直保持每年开设 800 至 1200 家门
店的速度，今年尽管遇上疫情，但仍然会
保持开店的节奏，而且今年门店新增数
量会超过去年。

股价表现上，公司股票自2017年上
市以来一直表现不俗，今年以来更是打
开了向上通道，不断创新高。5月13日报
收 57.75 元/股，盘中 58.13 元/股创下历
史最高。

年度股东大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小部分时间按规定和要求，审议年报、董
事会报告等议案；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公
司高管在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来自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国金证券
等研究员，不仅关注公司近期动态，也关
注公司长远发展：

“疫情之下，是否给公司带来并购投
资机会？”

“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等企业也加入
肉质休闲食品细分领域，如何应对来自
这些对手的入局？”

“怎样持续保持或进一步提升单店
营收？”

董事长戴文军表示，公司一直以来
都有“加盟商一体化”的概念，加盟商虽
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加盟商的管理、人
员培训，甚至是部分业务考核，是跟公司
一起的。“加盟商与公司是利益共同体，
休戚与共，加盟商发展得好，公司才会
好。”

据了解，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全国许
多门店被迫关店停业，绝味食品与加盟
商携手渡难关，不仅加大了对加盟商的
支持力度，而且通过加大补贴鼓励他们
逆势开店，以低价抢占新空出的核心地
段商铺，获取优势区位资源，加快开拓弱
势市场和空白市场。

多开店、开好店，以规模取胜，这是
绝味食品近几年的发展“路子”。依靠规
模非长久之计，公司已经开始思考变规
模驱动为效率驱动、管理驱动。

根据公司战略，公司发展分成了三
步，第一步是持续提高在鸭脖领域的市
场占有率；第二步是进一步提高公司在
休闲卤味细分品类中的地位；第三步是
构建美食生态，打造一流特色美食平台。

2019年，绝味食品在保持卤制品主
业稳健增长的同时，紧抓食品餐饮消费
升级红利。公司先后通过新项目孵化、投
资并购等外延成长方式布局“美食生态
圈”。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参投超过 20
家优质产业链相关公司。

高
寒
山
区
的
﹃
花
痴
﹄

“绝味食品”：
何以成为休闲卤制品行业龙头

副县长直播带货 助销农特产品
5月13日晚，平江县电子商务综合产业园，平江县副县长杨宇（右二）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本次直播带货的农产品涉及平江酱干、

平江辣条、野山椒豆豉、谷雨茶等。“携手助农”直播致力于帮助本地农产品搭上信息化的“云快车”，有效缓解因疫情导致的“卖难”
“买难”“运输难”问题，扶助农民走出困境，助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玉宇）记者今天从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获悉，从5月11日起，境内责
任人注册地在湖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
的企业，可在湖南省办理首次进口非特
殊用途化妆品备案手续，这意味着进口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政策落地。
随着化妆品进口“时差”的缩短，消费者
有望在湖南同步享受到更多全球最新
化妆品。

据了解，2018 年 11 月，国家药监
局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实施进口非特
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公
告》，明确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由审批管理和自贸试验区试点实施备
案管理，调整为全国统一备案管理。湖
南省药监局围绕备案能力建设，建立健
全化妆品监管及技术审评机构，制定备
案管理制度，加强技术审核能力培训，

完善保障措施，经国家药监局评估，已
具备了开展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
案管理的相关能力。今年5月11日，省
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实施进口非特殊用
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公
告》，明确我省开展进口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备案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

近年来湖南化妆品进口额保持快
速增长。长沙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报
关进口化妆品204批，价值353.54万美
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实行告知性
备案后，备案时间仅需5个工作日，而原
来的审批制需要3至5个月，因此能大
大提高产品进口上市效率。湖南承接进
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对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用妆消费需
求，促进我省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我省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消费者有望同步享受全球最新化妆品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备案管理政策落地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 邓泉涌）记者今日从
省治超办获悉，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
公安厅、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印发通知，为深入开展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在全省开展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并将持
续至8月31日。

此次整治行动分为源头集中整治
和路面集中整治。源头集中整治主要
是车辆生产、改装企业、运输企业、重
点货物装载企业、货物装载场站及货
物单位源头的整治等。路面集中整治

主要是加强公路超限检测站整体效
能，开展路面流动巡查治理、高速公路
入口联合整治，严查非法改装车辆上
路行驶等。

各地要督促年货运量20万吨以上的
重点货物装载源头单位，按规定配置符合
标准的货运计量称重和监控设备，并于
6月30日前完成设备安装和检定，与县级
以上货运车辆治超信息平台联网。

按要求，治超工作人员收取“好处
费”、提供“保护伞”，或有其他履职不
到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行为的，将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我省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
专项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雨航

5月9日，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
镇良木塘村老雷蛋鸡场，该区纪委监委
干部李春姣直播“带货”，妙语连珠：“鸡
场万只鸡，日产九千蛋；因故愁销路，大
家来相助……”当天，销售 3.2 万多枚
鸡蛋，7家单位食堂、6家饭店还确定长
期进货。老雷蛋鸡场主人、46岁的贫困
户雷久善喜笑颜开。而李春姣等人表
示，将继续帮助他奔小康。

2014 年，雷久善因女儿有病等原
因，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多方
帮助、自己努力，2018 年脱贫摘帽。为
早日实现小康，去年 8 月，雷久善申请

到5万元小额贴息贷款，开办了一家蛋
鸡养殖场，养殖蛋鸡1.2万羽。

前不久，蛋鸡进入产蛋高峰期，日产
鸡蛋9000多枚。而受疫情等影响，鸡蛋滞
销。雷久善为此心急如焚。几天前，该区纪
委监委干部彭峰在走访时，了解到雷久善
的情况，立即在微信群发消息，43名纪检
监察干部主动认购12240枚鸡蛋。

但怎样为养殖场构建稳定的销售
渠道？大家想到了直播“带货”，经常观
看直播的李春姣主动请缨当主播。

直播前，李春姣到蛋鸡场了解情
况，在微信群、朋友圈宣传预热。这天，
通过李春姣和雷久善绘声绘色地介绍，
终于解决了鸡蛋卖难的问题。

纪检监察干部直播“带货”助力奔小康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