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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担当 竭力投入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
战。湖南农行肩负服务“三农”的历
史使命，始终把金融服务脱贫攻坚作
为头等大事和核心工作，切实履行脱
贫攻坚重大政治任务。

欲破坚冰，政策先行。为当好脱
贫攻坚金融服务的排头兵，湖南农行
不断强化政策引导，与当地党政共同
谋划脱贫攻坚大局，在落实中国农业
银行总行政策的基础上，出台了四十
二条实施措施，在40个贫困县支行分
别制定《金融扶贫服务方案》，引导资
源全面向贫困地区倾斜。

一方面，湖南农行加大定向投
放，对国家扶贫重点县单独配置信贷
计划，先后支持平江抽水蓄能、花垣
春江电站、泸溪污水处理环卫一体化
等大批项目，上年贫困县支行扶贫贷
款净增 64.87 亿元，其中 11 个深度贫
困县支行净增 15.96 亿元，增速高于
全行贷款增速3.6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湖南农行强化产业扶
贫，创新炎陵黄桃贷、古丈毛尖茶贷
等产品，积极支持湘西花垣猕猴桃、
张家界茅岩莓茶等产业企业，当前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 145.17亿元，累计带
动服务贫困人口12.16万人。

此外，为改善贫困地区支付结算

环境，湖南农行不断延伸服务网络，
近三年改造贫困地区网点 18 个，在
40 个贫困县布放电子机具 2.03 万台，
累计办理金融性交易 667.25万笔，在
农行系统及同业均排名第1。

58岁的龙俊是湖南农行驻村扶贫
干部中的一员，从2015年开始，龙俊
三次主动请缨到湘西大山里扶贫，对
生活困难的贫困户，他主动掏腰包资
助；为走村入户了解情况，常年翻山
越岭，骑烂了一辆摩托车，他用大爱
担当，帮助了两个贫困村出列，最终
生命定格在了扶贫的一线……

截至目前，湖南农行共派出脱产

扶贫干部 92 人在 71 个贫困村开展驻
村帮扶工作。湖南农行连续两年被中
国人民银行和省总工会评为金融精准
扶贫先进单位。

牢记天职 倾力服务实体经济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秉承这一理念，湖南
农行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省政府的各
项决策部署，全力服务“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
域，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新成效。

——全面融入湖南发展大局。在

用好用足总行限定信贷规模的基础
上，额外争取 150 亿信贷资源支持湖
南建设，上年末贷款余额突破 3000
亿大关，年增量高达 453 亿元，创该
行历史新高。

——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工作，主动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市
场化融资，通过政府信用类业务支持
地方重点项目，2019 年承销地方债
517亿元，居四大行第2位。

——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及项目，
助力全省“五个 100”产业项目建
设，支持了湖南高速、常益长高铁、
蒙华铁路等大批重点项目，以及港务
集团、中车集团、三峡集团、中通服
等一大批重点客户。

——积极支持民营小微发展。出
台支持民企融资20条，建设银政、银
担、银保、银税四大普惠平台，创新
推出“小微e贷”“数据网贷”等线上
产品，免收小微企业 7 项承诺类及 12
项顾问类费用，有效破解了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上年末监管
口径普惠贷款余额 148.4 亿元，净增
50.6亿元。

不忘初心 全力支持乡村振兴

作为“农村金融”的国家队和主
力军，农业银行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服务“三农”和县域。近年来，湖南
农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强化对经济薄弱

地区的支持力度。
——实施“一行一策”战略，对

县域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开展调研，
绘制县域支行“作战图”，50 家县域
支行均形成“一行一策”方案，省分
行穿透督导落实，上年末县域贷款余
额 1591 亿元，年净增 219.8 亿元，在
全省农业产业兴旺暨千亿产业发展现
场推进会上，该行作为唯一经验交流
金融机构发言。

——实施互联网服务“三农”“一
号工程”，运用互联网理念与技术，推
动服务向线上化、智能化升级，打造

“惠农e贷+产业链”、“惠农e贷+专业
市场商户”生态圈，创新推出惠农 e
贷—烟商贷、甲鱼贷、药材市场贷、
乡村振兴带头人贷等模式。

——创新特色产品，支持地方打
造千亿支柱产业，量身定制“湘瓷
贷”“文印贷”等 20 多个特色产品。
该行联合株洲醴陵市政府、200 余家
陶瓷企业，娄底新化县政府、150 余
家文印企业召开产品发布会，在地方
产生了强烈反响，此外，该行还创新
了“两烟贷”“水果贷”“湘旅贷”

“养老贷”等 20 余类反响好、竞争力
强的产品，支持了一大批县域产业由
弱到强。

科技赋能 积极服务社会民生

在数字经济时代，借助科技赋
能，无疑是趋势。

为顺应金融科技发展及消费升级
趋势，打造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湖南农行一方面建设开放银行，应用
金融科技将服务植入各类场景，创新
推出“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双智项
目。其中，以张家界为试点，与政
府、腾讯公司合作开展“智慧张家
界”建设，涵盖旅游、商圈、医疗、
交通等八大智慧行业应用；并成功打
造了税务社保“千万级”用户场景，
以及宁乡“智慧教育”、衡阳“智慧医
疗”等一大批特色品牌，建成项目
4892 个，全年实现交易金额 69.5 亿
元。

另一方面，湖南农行还积极建设
“ 家 门 口 ” 银 行 。 投 入 5 亿 元 打 造
“惠农通”工程，布放电子机具 3 万
台，覆盖全省 96%的行政村，城乡居
保收缴实现全渠道覆盖，新农合签约
72 个县、财政惠农补贴签约代理 37
个县，让农民足不出村享受高质量金
融服务。

金融活水涌，经济动力足。湖南
农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当好农村金融主力
军，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为高质量建
设富饶美丽新湖南贡献农行力量。

——农行湖南省分行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引“金融”活水 浇三湘沃土

江洪渭 张晓明 段雨东 周 佳

金融，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活，
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和大力支持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
行牢记初心与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积极服务“三农”与实体经
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 3
月末，该行贷款余额2386亿元，近三年
增长超过1000亿元，增幅居四大行第1
位；存款余额4522亿元，居四大行第2
位，为助力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畅
通了“经济血液”。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支持民营经济·服务乡村振兴”合作签约暨
产品发布会。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供图）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破壁机、面包机、酸奶机……近几
个月，长沙市民叶女士往家里添置了不
少小家电。5 月 17 日，她又下单了一款
空气炸锅。“不少健身的朋友都买了它，
据说不用油也可以制作美味鸡翅。”叶
女士充满期待。

近几年来，小家电热度持续走高，
特别是在今年疫情的催生下，“宅经济”
兴起，更让小家电逆市“飘红”。

免安装、单价低、颜值高，
小家电备受青睐

“这些以前都没什么人买的，最近
卖得非常好。”在长沙通程电器伍家岭
旗舰店，美的小家电导购朱碧云告诉记
者，疫情期间，电烤箱十分受欢迎，不仅
便宜的促销款卖得好，价格中高端的新
款也时常卖到缺货。

九阳的破壁机则十分走俏。导购
说，破壁机并不是新出的产品，在一次

次更新换代后，结合了豆浆机、搅拌机、
料理机等功能的破壁机，在“网红”购物
博主推荐下，让疫情期间宅在家里制作
料理的人们意识到，破壁机制作料理实
用又健康，因此销量大增。

疫情发生以来，传统家电行业遭受
重创，但与此同时，破壁机、电烤箱、空
气炸锅等小家电却逆市上扬。

从各大家电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
的业绩报告中可以看出，三大家电巨头
——海尔、格力、美的的业绩均出现一
定程度下滑，但以小家电为主的小熊电
器，却在第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1.03 亿
元，同比增长83.66%。

苏宁易购长沙大区家电公司生活
电器经营部采销总监巫艳表示，小家电
免安装、单价低、颜值高，可以提升生活
品质，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小家电“走”进直播间，
线上销量远超线下

“什么时候再卖空气炸锅？”“升降

火锅机又没抢到！”在“网红”直播博主
薇娅的直播间里，不时就能看到类似的
留言。记者看到，5 月 17 日薇娅直播间
卖的电烤饼机，上架几分钟即售罄，月
销量3万余份。

直 播 间 、小 程 序 和 APP 是 小 家
电的主销售渠道。苏宁易购长沙大区
家电公司生活电器经营部采销总监
巫艳告诉记者，从 1 月底疫情初期到
3 月底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我省线上
销售破壁机增长 459%、空气炸锅增
长 659% 、电 热 饭 盒 增 长 达 到 近
2600%。

“小家电类目繁多，功能花样百
出，直播间更有利于向消费者展示用
法，也方便导购根据留言推荐相应的
商品。”巫艳表示，直播带货已经纳入
湖南苏宁的日常销售工作，成为消费
的新场景。

线下门店鲜少见到的小熊电器，主
打“线上授权经销商”的模式，根据其第
一季业绩数据，线上营收占比达到9成
左右。

“网红”小家电更新快，
应理性消费

长沙市民谢璐是小家电爱好者，但
她发现，她买酸奶机、烤面包机时，基本
是“冲动”消费，买来用不了几次，新鲜劲
一过，就堆在角落“吃灰”了，过了很久拿
出来，有些零件坏了，却过了保修期。

疫情期间，小家电需求旺盛，竞争
也十分激烈，各大品牌纷纷打起“价格
战”，原本线上均价为191元的小型料理
机，疫情初期一度下滑到161元；小家电
市场也涌入不少竞争者，原本“不太卖
得动”的山本空气炸锅，在湖南一个月
就卖出了近 7000 台，一跃成为“网红”
品牌。

有关人士建议，大部分消费者有低
价抢购和尝鲜的心理，但是，小家电品
类高达 200 余种，功能繁多，新品牌层
出不穷，消费者在购买时应根据个人生
活的实际情况，理性消费，购买有品牌
保障的商品，才能得到更好的购买体验
和售后服务。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邹湘木 兰志荣）今年，
我省首次采用“1+1+3”模式对领导干
部进行审计，领导干部履职“画像”将
进一步精准化，为组织部门选人用人
提供可靠参考。

近年来，为提高审计覆盖面，最大
限度减小对被审计单位影响，我省加大
审计资源整合力度，在审计项目和审计
组织方式“两统筹”上不断进行探索。

今年采用的“1+1+3”模式审计，
是我省审计“两统筹”的一次重要实
践，计划对省内17个市县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以经济责任审计为平台，以融
合的方式同步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以嵌入方式开展扶贫

专项审计、政府性债务专项审计、财
政决算专项审计。

省审计厅介绍，根据“1+1+3”模
式，审计人员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
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
计将分别起草和出具审计报告和审
计评价意见，3 个专项审计不单独出
具审计报告，审计结果以经济责任审
计报告附件方式反映和处理。审计部
门将融合各项审计的成果，对审计对
象实现最大深度和广度的全面审计
和评价。

目前，省审计厅已经组成17个审
计组，本月内赴张家界市、衡阳县等
17个市县开展审计，计划8月31日前
结束现场审计。

经济
视野“宅经济”兴起，小家电飘红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刘
勇）昨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贯彻落实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意见》（简称《意见》），当务之急是抓
好依规补偿、科学处置、转型转产三
方面工作，“补偿工作抓得越早，市场
主体损失就越小”。

各级林业部门要吃透摸准退出补
偿政策，联合财政、扶贫部门以及乡村
两级，认真核实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
存栏的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种类、数量

（重量）、用途以及持有人工繁育许可证
件等情况，集中时间进行现场核查、登
记造册。要对合法养殖与非法养殖、食
用性利用与非食用性利用予以区分，特
别是要把为合法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
育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代养且签订
代养协议的主体，以及2020年2月24
日前向县级林业部门提交陆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许可申请且符合条件的主
体摸清查实，将其纳入补偿范围。调查
核实的结果要全面公开公示，同时要及
时与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签订退出
补偿协议。各地务必按照《意见》要求，
在6月10日前完成第一批补偿工作。

补偿到位后，县级政府组织相关部
门对野生动物处置开展评估论证，科学

制定处置方案。对适用我省放归自然的
野生动物，要科学选择远离居民点、生
态环境良好的野生动物自然分布区和
历史分布区，放归自然。对转作科研、药
用、医用、展示的，要根据部门职责，依
法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对无法采取
上述两种方式处置的野生动物，由县级
林业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
部门，采取深埋、焚烧或委托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置等方式，做好无害
化处理。各地要积极筹措野生动物处置
工作经费，加强野生动物处置特别是放
归自然的后续监管，防止出现较大的野
生动物致害等事件。

按照应扶尽扶、能转尽转的原则，
做好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帮扶
和转产转型工作。各级政府要组织推动
林业、农业农村、发改、扶贫、金融、卫生
健康等部门，落实部门责任，制定切实
可行的政策措施，做好信息共享和政策
衔接，最大限度减少野生动物人工繁育
主体的损失，最大限度降低禁食陆生野
生动物的影响。各级林业部门要按照

《意见》要求，对原食用性陆生野生动物
转为非食用性用途的相关审批事项简
化审批流程，特事特办；重点支持转型
发展林下经济、营造林、林产品加工的
主体，对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给予重点
支持，对属于贫困户且符合相应条件的
优先推荐到林业公益岗位。

对依规退出的陆生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主体给予一定补偿
补偿工作抓得越早，市场主体损失就越小

首次采用“1+1+3”模式审计

为领导干部履职“画像”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奉永
成）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脱贫攻坚常态化
联点督查工作调度会上获悉，今年，我
省派出49个督查组对76个县（市区）开
展今年第一轮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督
查组紧盯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查摆
出近千个问题，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年5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湖南省脱贫攻坚

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方案》。从2017年
6 月开始，由包括省委常委在内的省领
导牵头、45个省直单位参与，组建督查
组，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方式，对贫困县以及脱贫
任务重的非贫困县开展常态化联点督
查工作。

今年第一轮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

从3月中旬开始，目前已全部结束。各督
查组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紧盯各
地影响脱贫攻坚质量的问题、短板和薄
弱环节，查漏洞、找差距，及时帮助解决
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开展脱贫攻坚问题
清零行动。省委办公厅派出督查组赴凤
凰县进村入户开展督查，对查摆出来的
问题及时交办，提出整改要求；省委组
织部派出督查组在花垣县开展常态化

联点督查时，对个别村、个别贫困户反
映的饮水安全问题，当即进行了交办。

我省将开展第二轮常态化联点督
查工作，继续紧盯“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以问题为导向，帮助解决问题，确保
问题清零。对第一轮常态化联点督查交
办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核销号，对中
央和省里考核反馈的问题以及脱贫质
量“回头看”排查出来的问题，督促指导
各地开展“清零”行动，做到真帮真扶。
同时，还将重点督查各地是否存在松劲
懈怠、敷衍塞责等问题，确保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紧盯问题短板
今年第一轮督查查摆出近千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刘勇）
根据省气象台今日短期气象预报情况，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
下结论：自 5 月 20 日 20 时至 21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株洲中北部、湘潭中南
部、衡阳北部、娄底东部、郴州西部、永
州中南部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
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

大（黄色预警），其中永州东南部发生山
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蓝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市芦淞区南
部、天元区中南部、渌口区、醴陵市中南
部、攸县北部，湘潭市雨湖区南部、岳塘区
南部、湘乡市东南部、湘潭县中南部，衡阳
市南岳区、衡山县中北部、衡阳县北部、衡
东县北部，娄底市双峰县中东部，郴州市

北湖区西部、桂阳县中南部、嘉禾县、临武
县北部，永州市零陵区中西部、东安县南
部、双牌县、道县、宁远县、新田县大部、蓝
山县大部、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黄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市芦淞区南
部、天元区中南部、渌口区、醴陵市中南
部、攸县北部，湘潭市湘乡市东南部、湘潭
县中南部，衡阳市南岳区大部、衡山县中

北部、衡阳县北部、衡东县北部，娄底市双
峰县中东部，郴州市北湖区西部、桂阳县
南部、嘉禾县大部、临武县西北部，永州市
零陵区中西部、东安县南部、双牌县大部、
道县、宁远县大部、新田县南部、蓝山县大
部、江永县中东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部。

橙色预警区域为：蓝山县南部、江
华瑶族自治县中东部。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要求上述地
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
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
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
害，也应予以关注。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认为

永州东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