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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将 5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投到龙
丰果业公司，今年家里种植的脐橙也由龙丰果业
公司保价收购了。”说起金融帮扶，去年成功脱贫
的新宁县金石镇月汉村脐农王远辉一脸喜悦。据
了解，至今年1月8日，新宁县已有6.6万贫困人口
通过金融帮扶实现脱贫。

新宁县是武陵山片区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有12.4万人。近两年来，该县创新“金融扶贫
服务示范村+”新路子，以114个贫困村产业发展
为重点加强金融与产业扶贫对接，切实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

在产业扶贫中，该县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实施
“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市
场走”的策略，以“合作社+农户+能人”的方式将
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整合起来，做实主办银行和
扶贫企业对接工作，切实满足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村小微企业、
致富带头人等群体的资金需求。

该县依托崀山旅游，做实“金融+旅游”扶贫文
章。县工商银行2017年共发放全域旅游贷款3.1亿
元，支持崀山景区提质升级改造，带动景区上千贫困
人口就业；农商银行发放小额扶贫信用贷款，支持景
区农户开办农家乐、特色旅游小店近50家。

新宁县有脐橙种植面积32万亩，该县金融扶贫
资金重点向脐橙产业倾斜，并把金石镇月汉村列为
全县首个“金融扶贫服务站+产业扶贫示范村”。人
民银行新宁支行将该村的龙丰果业公司打造为省
级扶贫再贷款示范点。2017年，农商银行运用扶贫
再贷款为龙丰果业公司发放基准利率产业扶贫贷
款500万元，并为月汉村及周边村组113位村民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475万元，支持龙丰果业公司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围13个村5000余贫
困户加入脐橙专业合作社，通过产业帮扶、产品包
销、劳务务工等方式增收脱贫。目前，加入脐橙专业
合作社的贫困户，每年户均可增收2万元以上。

去年来，新宁县共创建扶贫再贷款示范点 4
个，金融扶贫服务站 135 个，金融扶贫示范村 12
个，三站融合点61个。县人民银行发放扶贫再贷
款1.8亿元，引导县农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1.45亿元，全县银行机构发放
产业扶贫贷款5.45亿元。金融扶贫与产业对
接到位，有力助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杨 坚 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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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
和使命担当，是伟大的政治宣言，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新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在新时代、新
征程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1月8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市民政局局长刘得正表示，全市
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工作者要切实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民政爱民、

民政为民”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民政事
业发展。

一要推进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落实
《民政部关于加快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精
神，科学编制民政标准化5年规划和实施方
案，对乡镇民政办、民政基层服务单位等制定
相应的建设标准、管理和运营标准，努力实现
功能设置科学化、设备配备标准化、管理机制
规范化；进一步完善民政工作的各项规章制

度，规范各项民政工作的具体内容、工作标
准、工作流程、服务方式，强化制度刚性，真正
用制度管人管事。通过民政标准化建设，补
齐民政设施建设短板，提高民政管理服务水
平，增强民政事业持续发展后劲。

二要完善人性化服务。转变服务理念，
随时了解掌握困难家庭、困难群众的情况，变
坐等服务为主动服务；拓宽服务主体，加大社
会组织、社工人才的培育力度，充分调动社会
组织、社工人才的积极性，积极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在城乡低保、安
置、优抚、养老、婚姻登记等方面，形成行之有
效的人性化服务机制，有相对固定人性化服
务项目和人性化服务方式方法，努力使民政
服务对象有尊严、及时、方便地得到服务。

(下转二版②)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民政事业发展
——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得正

杨 波 赵先科

本报讯 分拣、打包、装运……1月13日，
城步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
忙碌。“已通过网上为百姓预售冬笋150多万公
斤，近期每天发货量在3000公斤左右。”公司董
事长肖布闻说，依托网络销售，冬笋还没有挖
出土，订单就飞来了。

城步是国家深度贫困县，由于地理位置、交
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产业
开发收效甚微。近年来，该县依托国家商务部定
点扶贫、“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
有利契机，出台了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构建有利
于电商发展的人才环境、支撑服务体系及配套
政策。全县13个乡镇（场）、192个村居，已建成
县级电商服务中心1家、乡镇电商服务中心13
家、村级电商服务站200个、村口店30多个、淘
宝店铺1300多家、电子商务企业55家、微店3万
多家。京东、苏宁云商、中国惠农网、智慧农村、
小而美、搜农坊等多家知名电商企业在该县设
立了服务中心。为鼓励电商创业，在县民族文化
体育中心建立了电商一条街，拨出14个门面房，
由政府统一出资装修，通过公开评选，选出14家
电商企业免费入驻3年。建立了电商产业孵化
园、电商产业基地和电商物流园，已有顺丰、百
世汇通等快递公司入驻。县电商指挥部不定期
举办农村电商创业培训、青年电商创客培训、农
业电商BTB培训等。

该县在扶持电商过程中坚持抓两端：生产
端推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逐步
植入质量溯源系统；销售端构建“电子商务+实
体店+消费者”销售链条，线上拓展销售渠道。
并推行“五统筹、五统一”的电商扶贫模式，即
统筹资源、统筹平台、统筹管理、统筹物流、统
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价格、统一品牌、统一
包装、统一宣传，全力抱团发展、建立品牌、打
通产业链，形成了电商物流的闭合完整循环。

电商成为百姓脱贫“新引擎”。乌梅、自制红
薯干成为抢手货，青钱柳、苗香梨、红茄、冬笋、南
山萝卜、南山牛奶、长安虫茶、苗乡峒茶、竹筒酒
等已是明星产品，高山乌骨鸡从80元一只卖到

了168元一只……
2017年，该县农副产品交易额突破3亿

元，共有1万多名贫困人口搭上“电子商务+
精准扶贫”的快车实现脱贫致富。

（饶兴军 唐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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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市文化
馆舞蹈教室里，市中老年
艺术团正在排练舞蹈《紫
竹调》。江小莲伴随着优美
动感的旋律翩翩起舞，跳
得十分投入。“与老文化馆
相比，新文化馆设备好、环
境好，场地宽敞了很多，地
板防滑，还有中央空调，冬
暖夏凉，简直太舒心了！”
说起文化馆的变化，江小
莲赞叹不己。

2017 年，我市加快完
善城区文化基础设施，市
文化艺术中心全部竣工并
投入使用，“送戏下乡”“周
末剧场”“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等文化惠民工程的实
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百姓文化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城市
文化品位日益凸显。

改善文化设施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为加快构建标准化、
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让文化惠及百姓，
让欢乐常驻基层，2017年
12 月，市委、市政府正式
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
服 务 体 系“ 三 年 行 动 ”
（2017—2019 年）的 实 施
意见》，加大投入推进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确定各县
市区全面完成“四馆两院
一场一中心”，即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或展览
馆、体育馆、数码影院、大
剧院、文化广场和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文化产业发

展，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
快文化设施建设步伐。
2017 年，市博物馆、市非
遗展览馆、市美术馆、市松
坡图书馆、市文化馆等一
批公益文化设施先后建
成开放。市博物馆自2017
年 1 月建成开馆以来，前
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
至今已接待游客320余万
人次。内容丰富、种类繁
多的展品，让参观者大饱
眼福。“从古代走到现代，
参观后顿时有了穿越的
感觉，非常开心。”参观者
胡飞笑着说。

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建
成改变了我市城区文化基
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同时
也带动了各县市区对文化
建设的重视和投入。2017
年，全市已建成文化馆13
个、公共图书馆 14 个、大
型体育馆 4 个、博物馆或
纪念馆10个、美术馆2个、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221 个、社区文化活动室
396个、农家书屋5653个、
乡村文体小广场2148个。
目前，市体育中心各场馆
主体工程已完工。全市目
前共有影城23家，银幕达
61块，座位有8000余个。

这些文化体育活动场
所的建成，成为市民群众
读书、健身、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使我市公共文化
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高，增强了公共
文化服务吸引力和人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

(下转二版①)

文化惠民

为百姓生活添彩
——2017年邵阳经济社会发展综述之七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邝 薇

1 月 12 日，新宁县崀山
镇石田村 3 组孔雀园里，游
客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圈
养的蓝孔雀。2016年春，该村
青年郑亮从广州引进100只
种雀回家，租用深山林地20
亩，创办凤祥生态养殖园。目
前，该园已繁殖发展蓝孔雀
600多只。去年，郑亮仅出售
孔雀蛋、种雀及肉食商品孔
雀便创收10万元。近年，崀山
镇结合崀山旅游，积极引导
农民发展各种特色养殖。如
今，既可供游客观赏又可食
用的梅花鹿、鸵鸟、孔雀等特
种养殖，成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金饭碗”。
郑国华 兰建芳 摄影报道

■用产业发展托起清江村脱贫致富梦
(2版）

■2017，看邵阳警

方是如何实现命案全破

的？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