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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胡苏）溆浦县充分发挥扶贫
小额信贷的“贷”动作用，推动扶贫产业
发展。截至5月底，该县已累计投放扶贫
小额信贷37994.75万元，建成金融扶贫
服务站138个；今年该县新发放贷款超
6000 万元，带动 16334 名贫困群众发
展产业，预计户均年增收3000余元。近
日，溆浦县用活、用好扶贫小额信贷的
经验被省扶贫办向全省推介。

大力推进扶贫小额信贷，组建村级
金融扶贫服务网络。溆浦县制定下发

《金融产业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组建扶
贫小额信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
小组办公室，实行集中办公，专人负责。
在全县42个贫困村推广建设金融扶贫
服务站，并率先建成全国第一家金融扶
贫服务站——黄茅园镇树凉村金融扶
贫服务站。目前，该县已建成金融扶贫
服务站138个，覆盖所有贫困村。

将扶贫小额信贷与产业发展紧密
结合，精准施策。按照“到产业、到户
头”要求，帮助贫困群众利用扶贫小额
信贷，发展前景好、收益高、见效快的

扶贫产业。组成专家技术团队，定期为
贫困群众开展技术培训，解决他们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按照“应贷尽贷、能贷尽贷”原则，
溆浦县规定5万元（含）以下的扶贫小
额信贷由当地乡镇扶贫站审核把关，
缩短贷款办理时间。全面落实扶贫小
额信贷贴息政策，近年来，该县已累计
为贫困群众在办理扶贫小额信贷中贴
息 1845.54 万元。目前，该县扶贫小额
信贷不良率 0.49%、逾期率 0.59%，风
险总体可控。

湖南日报6月2日
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胡苏）今年来，道县
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利用扶贫小额
信贷，精准滴灌贫困群
众，对发展产业需要贷
款的贫困群众，做到

“能贷尽贷”，帮助贫困
户通过发展产业增收
补损。截至 5 月底，今
年该县已发放扶贫小
额信贷4152.8万元。近
日，道县的做法得到省
扶贫办的肯定并向全
省推广。

摸清信贷需求，确
保扶贫小额信贷“贷得
出、收得回”。道县将扶
贫小额信贷工作与脱
贫质量“回头看”以及
脱贫攻坚问题清零行
动有机结合，发动县乡
村三级干部进村入户，
逐一摸排贫困户产业
发展意愿，主动掌握贷
款需求。对于有贷款需
求的贫困户，金融机构
主动对接，上门服务。

结合主导优势产
业，确保扶贫小额信贷

“用得好、有效益”。将
贫困户使用扶贫小额
信贷情况与县级脱贫
攻坚项目库建设相结
合，突出扶贫小额信贷
的“贷”动效应。通过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
龙头企业的帮带作用，
培训指导广大贫困户
借助扶贫小额信贷，大
力发展区域优势产业
和特色主导产业。激励
贫困户自主发展或抱
团合作发展，在扶贫小
额信贷的带动下，道县
贫困户实现“户户有产
业、人人有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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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春茶采完、做完，又到了发头拨工资
的时间。5月31日一大早，采茶工三三两
两，有说有笑，邀约来到雷公尖茶场。

茶场位于沅陵县凉水井镇腊塘村，
由湖南彭氏生态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
彭静华和2名股东在9年前投资建设，
面积560亩。种茶、做茶、销售一条龙。

彭静华带着财务人员早早在场部
门口等候，结账台上摆着一沓现金和
账本，先来后到，凭顺序号领工资。

核对工资单，算账，付款，签字，当
面点钞，乐呵呵回家。

贫困户王满英是 27 号，前面还有
10来个人，她坐在一旁静静等候，与记
者攀谈。

今年67岁的王满英，腊塘村人，家在
茶园山脚下，是茶场的编外员工。有茶采

茶，无茶抚育，砍草、锄草、施肥，样样能干。
每年3至8月，王满英抓住季节上

山采茶，无论一叶一芯还是两叶一芯，
她采的茶长短一致，匀称整齐，又快又
好，交货从不返工。

“门前有茶场，手头用钱活得多。”王
满英的老伴身体差，儿子神经有问题，抓
钱手少，用钱地方多。好在这几年，她依
托茶场，务工增收，体体面面脱了贫。

“只要人不懒，哪有穷到头。”这季
采茶，王满英得工钱 3666 元，是 90 个
采茶工中最多的。

茶场做完绿茶做白茶，还有3个月
采茶季，王满英说，可以再挣6000元，
加上茶园抚育做工，一年下来，万多块
钱收入雷打不动。

残疾贫困户张敏珍，语言有障碍，
一个人生活。这些年，她一边享受政府
低保政策，一边到茶场务工，年工资

8000多元，生活无忧。
“有个茶园，老年人找钱有‘用武

之地’。”贫困户谢酉英不能干抚育
活，但采茶不缺席，每天收入60多元，
把全家生计经营得有条有理。

今年闹疫情，大三学生胡玉玲上
不了学，母亲在县城打工的火锅店暂
停营业。前些日子，娘俩到茶园采茶10
来天，收入1100元，拿到工资，胡玉玲
高兴得三蹦两跳回家。

“多个茶园多条增收路。”村民李
玉秀今年下决心上山采茶，补贴开支，
拿到1812元工资，激动得热泪盈眶。几
年前，两口子在杭州打工，日子过得舒
服，去年丈夫患病，耗尽积蓄。

一座茶园，承载一方希望。“解决务
工就业，助力精准脱贫。”彭静华说，茶
场每年开工资30多万元，带动周边7个
村近百人就业，32户贫困户务工脱贫。

一座茶园 带动百人就业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肖坤林）昨日，记者从省
扶贫办获悉，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开始推荐候选人，设奋进奖、贡献奖、
奉献奖、创新奖、组织创新奖 5 个奖
项。其中，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
新奖每个奖项表彰先进个人 25 名左
右，组织创新奖表彰先进单位40个左
右。

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和候选
组织的推荐严格按照属地原则，采取
组织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推荐到省一级的候选人和候选
组织，原则上应覆盖全部贫困县，群
众推荐，由地方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受
理，纳入各省统一推荐。全国脱贫攻
坚奖经通知公告、推荐报名、资格审
核、初评审核、实地考察、复评审核、
报批审定后，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进行表彰奖励。

去年，在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
中，我省推荐的杨淑亭获“奋进奖”、
胡喜明获“贡献奖”、刘祖治获“奉献
奖”、宜章县获“组织创新奖”。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焦珞珈）中医教育从娃娃
抓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湖南
中医药大学与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
宣布成立全国首个少年儿童中医教
育研究院。国医大师熊继柏等为研究
院揭牌。据悉，这是高等教育和学前
教育的战略合作，也是中医药传承发
展的一大创举。

湖南中医药大学和诺贝尔摇篮
教育集团于 2018 年签订“大手牵小
手”战略合作，推动中医药文化幼
儿教育。湖南中医药大学青年讲师
团 21 位专家教授，围绕儿童免疫
力 、儿 童 体 质 、儿 童 饮 食 、儿 童 心
理、亲子关系、儿童情绪等问题，持

续 推 出 了 18 期 系 列 讲 座 。5 月 30
日，《神奇的中医 神奇的教育》讲
座从中医的视角为家长们答疑释
惑、传授方法，超过 200 万观众在线
收看，好评如潮。

据介绍，成立少年儿童中医教
育研究院是“中医教育从娃娃抓起”
的湖南实践。下一阶段，研究院将根
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和接受程
度，开发系列中医药教材，通过互动
式、体验式教学，让孩子们从小了解
中医，认识中医、学习中医；加强中
医药防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研
究力度，研发中医药系列预防保健
产品，为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
航。

全国首个少年儿童中医
教育研究院在长沙成立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郑丹
枚 通讯员 李双武 唐志军）5 月 30
日上午，益湛铁路邵阳县塘渡口镇石
虎村路段铁路桥周边，一片 3 万余平
方米彩钢瓦加固作业完成。自此，邵
阳市全面完成首批普铁沿线环境整
治任务，实现安全隐患清零。

邵阳市境内有娄邵、洛湛、沪昆3
条普铁线路，全长163.95公里。经摸底，
该市首批核定普铁沿线安全隐患201
处，分布于大祥区、邵阳县和新邵县。

4月2日，邵阳市启动普铁安全隐
患集中整治月专项行动，对相关隐患
问题，以下发市长督办令到县、区的
形式进行督办。该市探索完善四级

“双段长”管理机制，以制度促整治、
促管理、达长效。市一级“段长”承担
总督导、总调度职责，督导下级段长

和市直有关单位履行职责，对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问责；县、区二
级“段长”蹲点到镇，乡镇（办）三级

“段长”负责到村（居），所有干部包干
到点，形成良好的整治合力，确保在
整治过程中能随时找到人、找到点、
找到解决方法，大大提高整治效率。

通过强力推进，邵阳市普铁安全
环境隐患整治全面加快。大祥区在 4
月29日全面完成整治任务，并全部销
号，是全省第一个完成整治任务的县
市区。新邵县、邵阳县分别在 5 月 20
日、30 日完成隐患整治任务。邵阳县
还举一反三，对辖区普铁沿线100米
内范围进行地毯式摸排，排查新隐
患。最终在首批 81 处隐患点的基础
上，排查出 51 处新隐患点，已全部整
治到位。

邵阳：首批普铁沿线安全隐患清零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扶贫小额信贷
“贷”动产业发展

建成金融扶贫服务站138个，今年新发放贷款超6000万元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开始推荐候选人

设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组织
创新奖5个奖项

线缆整治扮靓乡村
6月2日，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中国电信衡阳分公司工作人员对弱电线缆

进行整理。近年，该村坚持以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为切入点，以旅游产业
促进村庄发展，打造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2019年，该村被评为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 ▲（紧接1版）全省实施了智能机器人
研发等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15个，进一
步延伸产品链、提升价值链。启动超级
地下工程装备等科技重大专项，单项资
助额度突破5000万元，提升5倍以上。
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攻关项目48个、创
新创业技术投资项目87个。

持续的创新投入，一批重大成果涌
现。如基于国产飞腾 CPU 的安全自助
终端、自主可控高性能图形处理器等多
项重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或填补国内
空白；我省自主研发、制造的首列 CJ6
动车组，在长株潭城际铁路上载客运
营；研制了超高强度钢材、全国产固态
硬盘控制芯片等一批新产品。31 项成
果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数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连续3年有主持
项目（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团
队）。

高新技术产业总体保持较快发展
速度。2019年，全省实现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9472.89亿元，同比增长14.3%，
高出GDP增速6.7个百分点；高新技术
企 业 总 数 达 6287 家 ，较 上 年 增 长
34.9%，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在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增长率的最新
排名中，我省居全国第2位，6家国家高
新区在全国的排位实现提升。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良好的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
根据省委《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我省对科
技创新立法作出重点部署，完成了高新
技术《条例》、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法《办
法》、长株潭自创区《条例》、湖南省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修
订、制定，创新创业的法治保障进一步
加强。

我省积极落实国家“三评”改革措
施，出台首个省级层面专门针对科技人
才评价的政策文件，为科技人才松绑赋
能。制定专门办法推动科研院所深化改
革，并继续支持市级及以上的科研院所
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与科研基础设施维
修改造，改善其科研环境。同时，稳步推
进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向社会开
放共享双向补贴政策，两年共计新增入
网科研设施和仪器 3300 余台（套），价
值19亿元，使用率和开放共享率均大幅
提高。

用真金白银实施财政奖补引导，撬
动各类创新主体加大创新投入。2019
年，我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接近2%，研
发奖补政策实现对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三大创新主体全覆盖，奖补企业1767
家、奖补资金达5.94亿元，其中14家企
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增量超过
5000万元。蓝思科技等5家高新技术企
业，还享受到了省政府给予的每家100
万元奖励。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将创新能量
转化为经济能量的必由之路。我省建设
了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和科技金融服
务中心，吸纳了146家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和金融机构入驻。2019年，我省共登
记技术合同 9023 项，实现技术合同交
易额490.69亿元，同比增长74.21%。同
时充分发挥中央引导地方资金作用，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专项资金撬动
社会投入达到 1.13 亿元，引资比达到
1∶14，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激励作
用、导向作用和杠杆放大作用。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工业
转型升级

常德市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
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株洲市对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支持传
统产业改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成
效突出。此次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的株

洲市和常德市，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
是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

在常德，一组数字的升降背后，是
对科技创新的热烈追逐。这座曾以烟闻
名的城市，烟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3年
前的 60%左右下降到 40%左右。装备
制造业成为首个千亿产业，跃升为常德
第一大产业。健康食品与生物医药产业
成为第二大产业，产值近 900 亿元。新
能源与新材料产业成为全市工业亮点，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2019
年，常德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9%，技
改投资增长 35.2%，高质量发展指标位
居全省前列。

在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全面关
停，大手笔规划清水塘生态科技产业
新城，实现了从“气味常刺鼻，天空雾
蒙蒙”到“披上生态绿，迎来株洲蓝”的
环境之变。同时，株洲以轨道交通、通
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为
引领，加速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五大特色
新兴产业，改造提升陶瓷、服装两大传
统优势产业，构建中国动力谷产业新
体系。这个因工业而立的城市，正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国家创新型
城市建设，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技术
合同交易额占 GDP 比重跃居湖南第
一。

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玲玲 徐杨柳

5月31日,雨过天晴。离双牌县何
家洞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一公里
的扶贫车间，建档立卡贫困户唐风景
在竹木刨片机前工作。现在，他每月有
3000多元的收入，还能照顾家人。

唐风景对记者说，他以前住在没通公
路的半山腰，下点小雨，出门就要穿雨靴，
手上再带一双皮鞋，走3个多小时山路，
上公路后再换皮鞋。现在天天穿皮鞋。

2017 年 5 月，何家洞镇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小区兴建，各方给予大力支
持。当时，该处有一座高约100米的塔
式高压电杆，不利于施工。双牌县供电
分公司得知消息后，迅速搬迁电杆。
2017年底，小区竣工，安置建档立卡贫
困户60户250人。

小区居民的生活是否方便？建档
立卡贫困户陈冬秀介绍，她家这套100
平方米的房子，她只花了1万元。小区
设施齐全，出门是水泥路，离政府、学
校、卫生院都不超过500米。

为帮助易地搬迁贫困户脱贫致
富，镇政府引进两个扶贫车间、一个专

业合作社，提供120多个就业岗位，做
到人人有班上，收入稳定。

接线、旋转、剪切……贫困户刘海
霞在扶贫车间加工小变压器，每月收
入2500元左右。车间负责人张艳向记
者介绍，24 名员工都是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人口，月薪在2400元以上。

过去出门两双鞋 如今天天穿皮鞋
——何家洞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熊其雨

初夏，又是瓜果飘香时。在长沙市
雨花区跳马镇关刀新村雅丽苗圃120
余亩的种植基地里，沃柑、黄桃、乌梅、
枇杷、脆桃等多个品种的水果挂在枝
头。

它们的“主人”，是退伍军人、曾任
原万古村（现关刀新村）村委会主任的
赵建军。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
村干部，我深知村民生活不易，村集体
经济收入不多，大家守着‘青山绿水’
过紧日子。”2017年，卸任村主任的赵
建军，流转了村集体近200亩土地，带

着村民和家人赴四川、江苏等地考察
果木产业发展情况，并引进外地果木
等进行试种培植。

每天巡山数遍、进基地嫁接苗木、
学习制作环保酵素……几年的摸爬滚
打，赵建军俨然成为一名农业“土专
家”。他有自己的“财富经”：山上可种
树，树下可养畜禽，畜禽粪便可做黄
豆、南瓜和瓜果的肥料。当季的水果产
量多时还可以制作成干果等。

“自己富了更要带动村民致富。”
赵建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把多名村上的低保户和贫困

户请过来，在基地做一些扯草、疏果
和摘果等杂事。村民不仅可以免费
在基地吃两餐饭，一天还能拿 160
元钱工资。“多亏老赵照顾我，让我
在屋门口做事，既顾家又赚钱。”52
岁的关刀新村村民宾福明曾患脑溢
血，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每天靠吃
药维持身体，妻子宋小平在外打零
工，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去年 11 月，
在赵建军和镇里的帮扶下，宾福明
顺利脱贫。

“这是红美人柑橘树，剪下来用
来嫁接的植株平均每斤可以卖几百

元，但如果是本村人来剪枝，我不收
一毛钱。”赵建军说。据了解，跳马镇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60 余户，目前
已 有 100 多 户 村 民 来 基 地 免 费 剪
枝。

“很多果农为了追求产量，不舍得
疏花疏果，造成果实个头小、甜度低、
口感差……”5 月底，赵建军还自掏腰
包，邀请郴州汝城种桃“里手”，在基地
传授疏果、套袋等技术。6月1日，记者
走进种植基地，远远就看见基地里围
着 20 余名村民，边讨论边实践，好不
热闹。

赵建军：自己富了要带动贫困户致富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粟雯）在铁路沿线玩耍、
向火车扔石子……违反铁路安全法
规行为时有发生。近日，中国铁路广
州局集团长沙工务段走进醴陵市丁
家坊小学，开展“知路爱路护路，共筑
平安铁路”活动，增强少年儿童的铁
路安全意识。

目前，湖南铁路总里程达5582公
里，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93 个县市
区。醴陵市丁家坊小学毗邻沪昆铁
路，大部分学生居住在铁路沿线。

活动现场，长沙工务段工作人员

向孩子们普及铁路安全知识，介绍铁
路设施设备，旨在树立孩子们的爱路
护路意识，共同维护铁路交通“大动
脉”安全畅通。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去年以来，
我省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联合开
展高铁沿线外部环境隐患集中整治，
以及普速铁路安全环境整治工作情
况。按计划，广铁还将在京广线、石长
线以及在建的常益长高铁沿线开展

“送路外安全教育”进社区、进农村等
公益性安全宣传活动，营造铁路安全
运营环境。

铁路安全教育
走入沪昆铁路沿线小学

溆浦
道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