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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洪樱 成依潇

6 月 1 日上午，江永县夏层铺镇
高家村贫困户义建春正在自家苗木
基地修剪枝叶，江永县农商银行夏层
铺支行客户经理蒋新跃不期而至。3
年前，义建春想通过发展苗木脱贫致
富，一个“钱”字难倒了他。蒋新跃帮
他办理了 3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如
今，苗木基地发展到 30 多亩，年收入
超 6 万元。

农村因地处偏远，没有金融服务
网点，取款难；农民缺少担保抵押，发
展产业，贷款难。如何消除痛点、疏通
堵点，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近两年，省农信联社将金融“便利
店”开到村里，由客户经理担任“金融
村官”，为农民发放小额信贷，走出了
一条金融助农的好路子。

金融“便利店”开到村民家门口

“以前办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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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宁乡市龙福新村村民刘长顺在村里的
金融“便利店”取完钱后告诉记者，他
步行从家里出发，到取完钱回家，只用
了10分钟。

刘长顺所说的金融“便利店”，是
宁乡市农商银行设在龙福新村的金融

便民服务点，面积不大，但功能齐全。
不仅可查询账户、转账汇款，还可办理
社保、信用卡、话费水费电费等缴费和
扶贫对账明细查询业务。

当地村民说，以前，龙福新村是
金融服务网点空白区，村民办理金融
业务要去几公里以外的夏铎铺镇，取
钱、缴费十分不便。金融“便利店”为
移动支付困难的村民特别是老人带
来了便利。

跟龙福新村一样，我省大部分农
村地处偏远，居住分散，在村里开设金
融服务网点投入大、见效慢，很多金融
机构望而却步，村民们存款、取款十分
不便。

“发挥农信系统‘金融助农’主力
军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传递‘农信温
度’。”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介
绍，从去年开始，省农信联社要求各地
农商银行将金融服务网点延伸到村
里，在乡村、社区设置助农服务点，开
设金融“便利店”，疏通村民转账汇
款、代缴费等不便的堵点。目前，全省
农信系统已在乡村、社区设置了5883
家助农服务点、1993 家农村金融便利
店，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享受到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

“金融村官”奔走在田间地头

6月1日，岳阳市君山区永城村村
民赵夏楠吃过午饭后，一个人坐在家门
口抽闷烟。村里的“金融村官”周五梅路

过他家：“是不是遇到了烦心事？”
“今年流转了几亩地，准备种蔬菜，

可盖大棚缺少钱。”赵夏楠叹着气说。
“准备好土地流转证明和产业发

展规划，我来帮你想办法。”周五梅给
了赵夏楠希望。

周五梅是君山区农商银行的客户
经理，去年，她来到永城村成了村里的

“金融村官”。如今，她已对全村的金融
需求了如指掌，成了村民的“好管家”。

在全系统推行农商银行各地支行
客户经理担任“金融村官”，将金融服
务触角延伸到村民家门口。去年7月1
日以来，客户经理下沉到村，联手农村
党员走村入户，为农民居家生活、发展
产业提供金融服务。

浏阳市小河乡的曾小婧是当地的
种粮大户，流转了500多亩农田，今年
开春后，购买农药、化肥、种子样样要
钱用，资金捉襟见肘。由于缺乏有效抵
押物，曾小婧跑了多家银行都没贷到
钱。村里的“金融村官”得知后，主动上
门，为她量身定制融资方案，20万元贷
款解了燃眉之急。

目前，全省农信系统上万名“金融
村官”奔走在田间地头，为村民上门提
供金融服务，传递“农信温度”。

小额信贷“贷”动产业发展

去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
长安堡村贫困户杨秀志通过养鸭脱
了贫，今年准备扩大养殖规模。但刚

脱贫，“家底”并不厚，扩大养殖规模
钱从哪儿来？在通道农商银行双江
镇支行客户经理的帮助下，杨秀志
申请了 3 万元的扶贫小额信贷，解了
资金难题。

“做实扶贫小额信贷品牌，创新
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做到扶贫小额信
贷应贷尽贷。”省农信联社主任李勤
说，农民因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
贷款难，没有资金，要发展产业难上
加难。加之农民创业、发展生产往往
需要的资金并不多，对金融机构来
说，属于“小生意”，很多金融机构不
愿做。

省农信联社牢记“支农支小”使
命，消除农民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贷
款额小难以贷到款的痛点，推动普惠
金融服务深入农村，让农民尽享金融
红利。

今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
坪乡地芒村村民黄民明，在发展小龙
虾养殖时遇到资金难题。靖州农商银
行及时出手相助，为他发放了2万元普
惠小额贷款。目前，黄民明今年养殖的
第一批小龙虾已经上市。

为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中遇到的
资金难题，省农信联社与省扶贫办联
合在全国率先推出扶贫小额信贷，助
力脱贫攻坚。截至5月底，全省已累计
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超231亿元，带动超
60万户贫困户发展生产稳定脱贫，其
中，全省超 90%的扶贫小额信贷由全
省农信系统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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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非抗疫日记

6月1日 星期一 阵雨

今天天气闷热，天空乌云密布，匆
匆吃完中饭，12点我们准时出发前往马
拉博医院。这是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
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是中国医疗队支援
的定点医院。

迎接我们的是医院的技术院长姆
巴和护理部部长伊德尔米拉，他们都穿
着工作服和隔离衣。听说这个医院有医
护人员感染，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在车
上穿好隔离衣才下来。我们看了他们的
急诊大楼、发热门诊，医院的状况令人
担忧。尽管入院门口准备了洗手设备，
但是没有人值岗，病人的手卫生根本没
办法落实。护理部部长告诉我们，值班
工作人员下班了。医院的病人并不多，
基本没有戴口罩，诊室的医生和急诊护
士大部分戴的都是布口罩。

来到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集中隔
离点时，走出来一个护士，她里面穿了
防护服，外面套了一件隔离衣，我发现
她戴的竟然也是布口罩。仔细一看，布
口罩里面还戴了一个外科口罩。我想，

是不是物资匮乏，她的外科口罩还需要
重复使用？我为此担心，也感到敬佩和
感动。在自身安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在抗疫最前线。在疫
情面前，全球的医护人员都有一样的奉
献精神。

整个医院看下来，帽子、口罩和隔
离衣已经湿透，额上豆大的汗珠掉下
来，渗到眼睛里生疼，口罩里的汗水都
往嘴里流，全是咸咸的味道……这让我
找到了重回黄冈战场的感觉。

在座谈会上，护理部部长伊德尔米
拉说：“中国的护士很了不起，我希望能
有中国护士来给我们指导培训。”姆巴
院长对中国抗疫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
高度赞赏，他问：“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
口大国，疫情得到迅速控制，是如何做
到的？”我们专家组的队员们给了他们
最好的答案。

作者为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
队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ICU护士长
徐芙蓉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整理）

找到了重回战场的感觉

5月31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们走访了两家中资企业在
马拉博的营地。上午是中国水电，下午
是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离我
们住的酒店都不远。了解了他们这2个
多月来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后，大家共
同的感觉是：真棒！

两家公司在马拉博和巴塔地区都
有营地，自3月中旬以来基本实行封闭
式管理，对外来人员严格管控，尽量减
少外出人员和外出频率，必须外出都会
做好防护和注意手卫生；营地内部实施
分散办公和就餐，单人单间住宿，每天
注意公共场所通风和消毒，对员工开展
体温测量和症状监测；设置了独立的隔
离室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听完介绍，我觉得他们完全掌握了新冠
肺炎防控要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很低。中国水电

在巴塔与当地的电力部门共同负责电
站的日常维护和管理。5月上旬，当地电
力部门的员工中发现3例感染者，而中
方员工零感染，得益于中方员工早早实
施了物理隔离，因此没有被波及。

我们针对一些细节对他们进行了
培训，包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洗手流
程及注意事项、消毒方法等，并围绕如
果发生了可疑病例该怎么办、如何自我
服药治疗、接触污水怎么防护、日后乘
坐飞机回国如何防护等问题与他们进
行了交流，给予了一些可实施的建议。
胡成平教授叮嘱他们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科学预防，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良
好卫生习惯，感染的风险就会很低。

通过交流，两家企业的员工大大舒
缓了担忧情绪，对战胜疫情增强了信心。

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队员、
湖南省疾控中心 邓志红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为异国他乡的建设者点赞

湖南日报 6 月 2 日讯（记者 曹
娴）6 月 2 日，在长沙市“小巨人”企
业 一 派 数 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车 间
里，一台崭新的全自动灌胶机安装
完毕，即将投入使用。“订单纷至沓
来，新上一批自动化设备，加快生产
节奏。”一派数控电机事业部总经理
郑球辉告诉记者，今年前 5 个月，公
司的直线电机新增订单已远超去年
全年。

“疫情刚发生时，还担心年初定的
目标能否完成，没想到市场反应令人
惊喜。”一派数控董事长朱更红坦言。
以前一星期发一两次货，现在隔一天
就要发一次货，最近一个星期往深圳

发了几百台产品。
相比传统的旋转电机，直线电机

具有高速度、高精度、大推力等特点。
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发展和应用直线
电机，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一派数
控生产的直线电机，主要用于 3C、芯
片、数控机床等领域。

郑球辉介绍，订单猛增主要有两
方面的带动，一是国家大力推动“新基
建”，下游3C市场行情火热，电子元器

件需求增加，从而带动应用直线电机
驱动的数控装备制造需求上涨；二是
疫情之下，国内高档数控机床生产企
业加大技术创新，贸易摩擦加剧，推动
国产化替代。

依靠创新成功突围，危中抓机。
公司研发团队从 2009 年开始深耕
直线电机领域，经过多年努力，承
担国家发改委“直线伺服电机及驱
动器规模化生产项目”，终于在国

产直线电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其
中，大推力直线电机打破了我国高
档数控机床直线电机主要依赖进口
的局面，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居第
一位。

去年一派数控直线电机销量为
2000 多万元，今年前 5 个月新增订单
已达到 3000 多万元。5 月份，公司首
次实现直线电机单月订单量超千万
元。

“小巨人”企业依靠创新突围
一派数控前5月直线电机新增订单量超去年全年

金融“便利店”开到村里，客户经理担任“金融村官”——

金融服务进村来

省文联召开九届十二次会议
鄢福初当选省文联主席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上午，湖南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在长沙召开。大会通过投票选
举，鄢福初当选为省文联主席。

5月31日，常德市鼎城区举办首届农村青年直播带货创业培训班，来自该区各乡镇推选的300多名“村播”代表接受
为期两天的理论与实操培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陈自德 摄

“村播”培训

6月1日，长沙市望城区铜官窑古镇，游客在皮影戏传承人黄海庆（左二）的带领
下体验皮影戏。当天，铜官窑古镇举行首届“童玩节”，设置了“童真、童学、童味、童
趣”四个板块，让儿童体验皮影戏、花鼓戏等授艺学唱，零距离体验传统文化的艺术
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潘杏琼 摄影报道

体验皮影魅力

湖南日报6月 2日
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王文博）经过近 5 个
月的调试和消缺，我省
首个水面漂浮光伏电
站——大唐华银益阳北
港长河 10 万千瓦光伏
电站性能稳步提升，截
至6月1日，发电量累计
突破3000万千瓦时，发
电能力达到设计值。这
一水面光伏电站成功运
营，标志着湖南在清洁
电能开发领域取得新的
突破。

水面光伏因其不占
用土地资源，在政策和
环境准入方面都具有明
显优势，正方兴未艾。

“湖南水资源丰富，湖
泊、水库众多，具有大力
发展水面光伏的优越条
件。”大唐华银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
斌介绍，该公司作为全
省最大发电企业，近年
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为充分挖掘省内优质风
光资源，规划在环洞庭
湖区建设百万千瓦水面
光伏发电项目，益阳北
港长河 10 万千瓦光伏
电站是其中投产送电的
第一个项目。

记者近日在沅江市
泗湖山镇北港长河沿岸看到，超过
2000亩退渔还湖的闲置水面上，28万
块蓝色光伏板沿河道整齐铺设，组成
了长达8公里的光伏阵列，在日光下熠
熠生辉，蔚为壮观。大唐华银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造价综合处经理
陈卫斌介绍，北港长河水域水位年波
动在 1.5 米左右，日照充足，是建设水
面光伏的理想水域；水面漂浮光伏借
助漂浮式基础平台，相对固定地漂浮
在水面，不破坏水体环境，利于水域生
态保护。

记者了解到，因光伏覆盖部分水
面，北港长河水域蒸发量降低，加之水
中微生物生长受到抑制，水质得到改
善；同时，水面漂浮光伏电站充分利用
水体冷却作用，可解决光伏设备降温
难题，发电效率比地面光伏和屋面分
布式光伏约提高5%。

据测算，该项目平均每年可发清
洁电量1.25亿千瓦时，与火电相比，年
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硫721吨、氮氧化物
1083 吨、二氧化碳 10 万吨，节约用水
5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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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医护携手呵护

塞拉利昂3名新冠肺炎患儿出院
湖南日报6月2日讯（通讯员 曹燕

娜 赵孟文 记者 段涵敏）当地时间5月
29日，塞拉利昂中塞友好医院的门诊楼
前，中塞双方医护人员拿着自发捐赠的
衣物食品药物等，为9个月的欧拉、3岁
的默罕默德以及4岁的马瑞玛3名新冠
肺炎患儿出院送行。

欧拉是中塞友好医院年龄最小的
新冠肺炎患者，她和默罕默德、马瑞玛
都是从其他医院转来的孤儿，均有不同
程度的先天畸形以及营养不良。患儿入
院后，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
疗队的儿科医生赵孟文第一时间查看
患儿情况。3名小患者中，病情最严重的
是欧拉。欧拉不仅有先天性脑积水、重
度营养不良以及严重的发育迟缓等基
础疾病，头部还有两个褥疮。此次感染
新冠肺炎，雪上加霜，已出现咳嗽、呼吸
困难。

面对复杂的病情，医疗队组织各专
科专家协同塞方医护人员一起召开疑
难病例讨论会，共同协商，制定诊疗方

案。赵孟文提出重度营养不良及先天性
基础疾病是导致患儿发展为重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原因，在现有条件下，
对症支持治疗是关键，可逐步加强营养
支持，同时加强抗感染治疗。针对患儿
头部褥疮，除加强常规伤口护理换药
外，医疗队骨科专家刘华教授特别建议
采用中国传统药膏治疗，并赠送了相关
药品。

在中塞双方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
下，欧拉的病情逐渐好转，伤口逐渐愈
合。其他两名孩子也顺利康复，达到出
院标准。

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贝纳说：“中塞
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这一次中塞两
国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是这一友好关系
的延续，真正做到了守望相助。感谢中国
医疗队对中塞友好医院在抗疫物资、人
员培训、临床诊疗中所提供的支持与帮
助。这批患儿能够顺利出院，是我们共同
抗疫工作的一个缩影。相信在我们的共
同努力下，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刘信志）湘鄂携手，共护
碧水。6月2日，湖南省临湘市与湖北
省赤壁市执法部门联手，在黄盖湖水
域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现场
收缴地笼26条、丝网50条。两地携手
开展的“七联”共治共护黄盖湖行动
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黄盖湖
水质由Ⅳ类稳定提升至Ⅲ类；黄盖湖
监测到越冬候鸟种群、总数成倍增
长，已成为湘鄂两省重要的越冬候鸟
栖息地。

黄盖湖濒长江、临洞庭，位于湘鄂
两省交界处，西、南岸近三分之二区域
属临湘管辖，东、北岸三分之一区域属
赤壁管辖，水环境治理问题一度凸显。

2018年8月，随着河长制工作深入推
进，临湘主动与赤壁对接，共同签署

《临湘市、赤壁市黄盖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联防联动工作方案》，携手推出联规
划、联标准、联巡查、联部门、联投入、
联整治、联宣教“七联”共治共护黄盖
湖新模式。

临湘与赤壁共同推进环黄盖湖
一体执法，探索跨界水域共管模式。
两地建立联防联动、相互交叉巡查
工作机制，设立黄盖湖联合执法工
作站开展联合执法。两市河（湖）长
共同巡湖，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对流
域所涉及的河（湖）长、属地乡镇、部
门责任单位进行统一调度，随时分
享、推广两地经验措施。常态化联合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进水域岸线
“四乱”整治、河湖“三网”养殖污染
等攻坚行动。目前，已拆除黄盖湖水
域矮围 30 处，岸线 1000 米范围内
规模畜禽养殖场已全部退养，水环
境不断改善。

为了促进环湖一体化发展，临湘
与赤壁制定专项发展规划，共同推动
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于一体的黄盖
镇稻田公园、万亩荷塘等项目建设。
两地联手申报总投资 16.4 亿元的黄
盖湖防洪综合治理项目，目前临湘已
完成投资 7.9 亿元，堤防提质改造基
本完成；赤壁正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将有效提高黄盖湖环湖堤垸的整体
防洪能力。

湘鄂携手共护黄盖湖
湖水水质由Ⅳ类稳定提升至Ⅲ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