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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概山村莲藕基地的荷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实习生
敖磊 通讯员 朱莹婷 肖薇）7月30日，
邵阳经开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
落实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
方式，今年上半年，园区招商引资面对疫
情冲击依然实现逆势上扬。

今年以来，邵阳经开区大力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切实提升服务
企业效果。该区在招商政策上进行了进
一步优化，对园区主导产业进行深入的
行业分析，真正了解企业需要什么，并有
针对性地定制单项政策，以更好地支持
企业发展。同时，全面优化企业项目落
地、建设和投产三个阶段的服务。在招商
阶段，园区明确具体的招商联络员，由招
商联络员负责对企业进行宣传，对接及
服务。企业进驻后，全程代办员为企业协

调征地拆迁、厂房落地、政策兑现及各种
证照办理等业务。企业投产后，由驻企联
络员与企业建立双向沟通渠道，企业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招工、项目申报、市
场开拓等问题，都可以向驻企联络员寻
求帮助，驻企联络员迅速梳理问题，逐一
上报，逐一解决。此外，邵阳经开区对园
区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也进行了大力优
化。目前，该区在“两主两新”产业上形成
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让入驻企业在家
门口就能找到原材料、找到市场，基础设
施建设、水电气网线也逐步完善，在省内
园区中走在了前列。

疫情期间，邵阳经开区积极探索新
的招商方式，注重借助国内外邵商在相
关领域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与 500 强
等企业中高层领导建立常态化沟通渠

道，采用电话、微信、QQ等方式加强对
接，变“面对面”招商为“屏对屏”招商，实
现线上招商。同时，抢抓疫情期间政策的

“窗口期”，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各项优
惠政策，为企业、项目提供一对一、点对
点的精准服务，全力用足各项相关政策
落实优惠，吸引投资，全面带动招商引资
出成效。

今年1月至6月，邵阳经开区先后成
功举办了3次大型招商对接活动，共引进
产业项目40个，合同引资额44.7亿元，其
中投资8亿元项目2个，投资5亿元项目1
个，投资1亿元及以上项目13个。

邵阳经开区招商引资面对疫情冲击逆势上扬，上半年引进40个产业项目，

合同引资额44.7亿元

喜看“金凤”栖满枝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唐鑫） 产业扶贫是
精准扶贫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抓
得实不实，关系到大多数贫困农
户能不能按时脱贫。7 月28 日，
市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到城步
苗族自治县调研产业扶贫资金
使用情况。

在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调研组和该公司创立人
——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
得者、全国残疾人脱贫先进典型
杨淑亭就公司的扶贫模式进行
探讨，并询问了市财政局拨付的
产业引导资金及政府贴息贷款
的使用情况，了解目前公司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据悉，为保障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周边 200 多户贫困家庭签
订合作协议，由公司为农户提供
仿真花卉半成品，农户在家里进
行手工组装制成花卉成品，公司
再回收实行统一销售，让贫困户
在家门口实现脱贫。截至目前，
一共带动386户1390人就业，其
中 256 户 1034 人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59人为残疾人。

调研组表示，湖南七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产业带动
就业，就业促进产业，最终实现脱
贫摘帽”的扶贫模式，已成为当地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动力，希
望该公司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管
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

市财政局赴城步调研产业扶贫

确保财政扶贫资金发挥实效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伊婷）7月15日，市民杨先生
焦急地来到中国建设银行邵阳
敏州路支行营业厅，网点经理热
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仔细询问了
解，其母亲的存折因密码多次输
入错误被锁定。由于其母年老多
病，长期在市老年病医院卧床就
诊，不能前来网点重置密码，现
急需用钱，所以十分焦急。

网点经理在得知客户的难
处后，随即向副行长和运营主管
反映情况。为满足老年特殊群体
需求，经研究，该支行决定采用
双人上门服务的形式，在最短时
间内解决客户的难题。

因在疫情防控期，市老年病
医院推行隔离管理模式，人员不

可随意进出。针对这一情况，建
行敏州路支行立即采购防护服，
由两名客户经理携带相关资料
前往医院。两名客户经理现场询
问了杨先生的母亲邹女士的基
本情况，核实了存折密码重置事
项的真实性，让客户在病床上签
字完成了委托授权书填写，并拍
照以备后查。随后杨先生随客户
经理一同返回营业厅，完成了存
折密码重置相关业务。

服务无小事，上门暖人心。
建行邵阳市分行一直以来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
严格执行行内各项规章制度的
前提下，将服务送上门，竭力
为客户提供人性化的优质贴心
服务。

隔离疫情不隔爱 贴心服务送上门

7 月 17 日，历时 5 天的邵阳农信系
统“最美奋斗者”文化巡回宣讲活动在绥
宁农商银行圆满结束。

本次巡回宣讲活动由省农信联社邵
阳办事处组织举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省农信联社改革发展大会精神，践行“建
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发展愿景，充分展
现全市农信员工在党建共创、爱岗敬业、
业务经营、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大力弘扬
农信“奋斗者”文化。

5天来，邵阳农信系统的11位宣讲者
足迹遍布全市各农商银行。他们用生动的
语言、感人的故事，把农信系统服务“三
农”、支小支微、齐心抗疫的温情故事传递
到每一位农信人心中，展示了农信人奋力
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弘扬了正能量，凝

聚了人心，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绥宁农商银行唐家坊支行行长肖仁

辉帮助猕猴桃种植户解决资金难题，5
年来不离不弃，让服务“三农”的理念落
地生根；新宁农商银行马头桥支行行长
杨梅，疫情面前勇冲锋，带着消毒设备上
门为客户提供现金消毒服务，无愧“最美
逆行者”称号……这些涌现出来的典型
代表，只是万千农信人中的普通一员，在
背后，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勤
劳务实，奋勇当先，共同推动着农信事业
发展。

近年来，省农信联社邵阳办事处指
导全市农商银行坚持支农支实支小支微
市场定位，将疫情防控期间及“后疫情时
代”金融服务与各级党委政府联防联控、
服务实体经济工作格局深度融合，为壮

大地方金融、促进产业发展作出了应有
贡献。目前，全市农信系统共有10家农
商银行、360个营业网点、3724名从业人
员，是全市业务规模最大、网点覆盖最
广、从业人员最多、农村金融服务最实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

截至6月末，全市农商银行各项存、
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989.57 亿元、545.78
亿元，存、贷款余额总量分别排名全市银
行业金融机构第一位。2015 年至 2019
年，全市农商银行共计缴纳各种税费
24.9亿元，辖内10家农商银行都已成为
当地的纳税龙头企业。

省农信联社邵阳办事处综合科科
长廖颜健在宣讲活动中寄语广大干部
职工：“希望农信人以此次‘最美奋斗
者’巡回宣讲为契机，奋力推进‘党建共
创、金融普惠’行动，以先进典型为榜
样，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掀起一股
赶学比超争当业务能手、真抓实干甘于
奉献的浓烈氛围，争当践行金融普惠的

‘背包客’、服务‘三农’的贴心人、企业
发展壮大的好帮手，用心用情传递农商
行暖人温度。”

邵阳农信系统“最美奋斗者”文化巡回宣讲系列报道之十

奔跑的“农信人”因奋斗而闪光
邵阳日报记者 宁 煜 罗 俊 通讯员 杨艳霞 实习生 邓娴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邓忠林 李石阳 实习生
邓娴静 梁顺逸） 7 月 24 日，
市政府金融办组织召开邵阳市
涉农企业股改挂牌工作调度推
进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各
市州金融办资本市场工作座谈
会精神，加快推进全市涉农企业
股改挂牌全覆盖。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金融办
要坚持以绩效考核为抓手，全面

提升地方金融工作能力和水平，
切实抓好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
工作；要对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有
更高的思想认识，把握目前资本
市场发展的政策机遇和窗口期，
加大企业培育、股改挂牌工作推
进力度，夯实资本市场发展基
础；要咬定既定目标任务，已签
约企业要安排专人落实推进，明
确时间节点，及时跟踪调度，确
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我市召开涉农企业股改挂牌工作调度推进会

力推涉农企业股改挂牌全覆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雷茜 实习生 邓娴静）

“小米啊，你们税务局推出的这个
‘非接触式’办税真是太方便了，
省时省力又省心。”7 月 27 日，
纳税人陈先生在与国家税务总
局北塔区税务局税管员米岳华
微信聊天时说道。

为优化纳税服务环境，助力
纳税人网上办理涉税业务，该局
持续推进“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积极引导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
局、自助办税终端办税，并充分运
用办税大厅服务热线和网站、微
信等线上平台，开展互动式政策
宣传辅导和办税缴费问题咨询解
答，同时，大力推广电子发票，扩

大发票领用和发票代开“网上办、
自助办、邮寄送、线上签”的覆盖
面，使纳税人能够自行办理。

目前,“非接触式”办税已涵盖
申报类、征收类以及发票类等业
务，极大满足了企业需求。此外，
该局还延伸“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内容，依托大数据，积极探索为企
业服务的新渠道和新方式，指导
企业做好错峰申报和网上申报。

北塔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负责人郑华平表示：“‘非接触
式’办税不仅节约了纳税人的办
税成本，还有效缓解了办税服务
厅前台工作人员压力，切实为纳
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减轻负担，提
高了办事效率。”

“非接触式”办税便捷又省心
盛夏时节，新邵县坪上镇朗概山

村的260余亩莲藕基地花开正艳。或粉
或白的荷花亭亭玉立，承托露珠的荷
叶层层叠叠，籽粒饱满的莲蓬探出头，
在远处薄雾氤氲的榔概山的映衬下，
美似山水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朗概山村共有28个村民小组2832
人，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90 户 362
人，已脱贫 87 户 352 人，今年预脱贫 3
户10人。2018年，在镇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岱山林场帮扶队及村“两委”在
学习外地经验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实际，在全县率先种植富硒
莲藕，并制订了以莲藕产业为重点、水
果种植和乡村旅游同步发展的目标，
带动贫困户积极参与，齐心脱贫奔富。

目前，该村以“合作社+认种+农
户”的经营模式，已流转土地260亩建
成富硒莲藕基地，后续又建成200亩金
秋梨、黄桃等水果种植基地，由村民或

外来人员认种，再由合作社统一开发、
统一销售。

该村15组村民谢高民的岳父及妻
子是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女儿在读
中学，一家四口住在破旧的土砖房中，
光靠谢高民在外打点零工维持生计，
生活的重担犹如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
过气来。

2017年，谢高民一家被评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8年，一家人享受危房改
造政策，住进了宽敞整洁的新房。正值
壮年的谢高民，也主动请缨在村里新建
的莲藕基地务工。由于工作能力强、表
现出色，他迅速成为基地的骨干员工。
2019年，谢高民从村里的莲藕基地承包
4亩地种植食用藕，收入超2万元。加上
年底产业分红、低保补助、残疾补助等，
每年家中总收入达4万余元，一家四口
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越走越有劲。

朗概山村党支部书记刘正华介绍，

之前由于该村地处偏远，青壮劳动力多
在外务工，在建设莲藕基地前，村里不少
土地被荒废。自从村里把莲藕基地建好
后，带动村里其他闲置土地流转，改善了
该村的生态环境，还为村里带来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目前，莲蓬的亩产收益约为
6000元至10000元，藕的亩产收益约为
9000元至12000元。“基地的建成已让村
里6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其中32户
贫困户不仅以土地入股，还在基地务
工。”刘正华介绍，朗概山村通过赏花品
果等活动，每年吸引游客2万多人。下一
步，村里还将深入开发榔概山滑索、玻璃
滑道、健身道等休闲旅游项目，加大餐
饮、民宿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游客的体
验感，打响朗概山村旅游品牌。

榔概山下，花果飘香产业旺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吴珺

村民在水果种植基地采摘桃子村民在水果种植基地采摘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