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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
输血”更
“造血”
——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助石门县龙池河村脱贫纪实
壶瓶山上的石门县龙池河
村地处山区，海拔千米，位置偏
僻，交通闭塞，喝水靠人挑，在
过去的许多年里，“贫穷”、“落
后”一直是其代名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 精准扶
贫攻坚战在湖湘大地拉开帷
幕。热心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
任的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第
一时间把使命扛在肩上， 一支
“扶真贫、真扶贫、扶好贫”的湖
南中行驻村帮扶工作队来到这
片土地， 爱心捐助与产业扶贫
双管齐下，“输血” 同时更“造
血”，龙池河村有了产业，活了
经济，富了乡亲，旧貌换新颜。

修路又通水
山村旧貌换新颜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龙
池河村全体村民的共同心声，
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
主要途径。
湖南中行扶贫队队长许可
介绍， 村里原有主线公路修建
于1998年， 路窄且多处路基坍
塌， 湖南中行第一个大帮扶项
目就是修路。 湖南中行捐资60
万元，争取社会资金20万元，共
80万元加固拓宽村级主线公路
7公里， 并投资520万元硬化了
13.3公里通组公路和茶园田间
道， 彻底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难
的问题。
扶贫队在走访过程中，听
到村民反映个别山段的水源不
合格， 研究决定重启饮水改造
项目， 兴建水池12个337立方
米、铺设水管6万米。2015年底，
龙池河村全面完成人畜饮水工
程项目。同时，实现移动4G信
号全覆盖。
路通了、水来了、建房了、
脱贫了……这是湖南石门县龙
池河村村民这3年来最大的感

受。 湖南中行扶贫队驻村帮扶
后， 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山区面貌为之一新。龙池河
村全村101户319人贫困户，已
有96户307人实现脱贫，彻底摘
掉贫困村的帽子。

输血更造血
贫困村彻底脱贫
拓宽公路和解决饮水两件
民生大事解决了， 那下一步该
怎么增强村民的“造血功能”，
实现脱贫呢？ 湖南中行了解到
龙池河村茶叶种植历史悠久，
可以通过助推茶叶产业的发展
来脱贫。
为此， 湖南中行扶贫队帮
助村民修建茶园田间道， 告别
“肩挑手提”、“骡马运输” 的作
业方式； 组织村委班子成员到
石门县罗坪乡学习茶叶有机转
换的先进经验，精细化生产；联
系村干部一道拜访湖南省茶叶
公司等更高的加工销售平台，
寻求支持合作的机会。
在此基础上，2016年，湖南
中行还免费为当地农民发放青
钱柳苗、杉木等，建立此类长效
经济林700亩。2017年，湖南中
行全额 投资 131.5万 元建 立村
级清洁化茶厂。
湖南中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践行“担当社会责任 做最
好的银行”战略目标，该行非常
重视精准扶贫的工作。2016年，
中行总行决定捐赠帮扶项目资
金268.8万元， 面对资金缺口，
湖南省分行通过创新贷款方式
解决150万元，且发动省分行机
关干部捐资11万元。数据显示，
近3年来，中国银行为龙池河村
多方 筹 集资 金总 计 达1436.44
万元， 其中直接投入资金达
579.44万元。
■记者 潘海涛

湘商大会21日郴州开幕
拟签约项目金额近1800亿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上
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政府副秘书长罗建军
发布第八届湘商大会、第五届湘
南投洽会相关情况， 并答记者
问。
罗建军介绍，2017湖南经
济合作洽谈暨第八届湘商大
会、第五届中国湘南国际承接
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作
为湖南省为数不多的重大经
贸活动， 是湖南扩大开放、加
大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合
作的重大平台，也是加快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重要举措。大会将于11月21日
至24日在郴州举办，期间将举
办 6大主 体活 动 及5 个 专 场 活
动。
大会期间将举办包括省领
导会见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
代表、湘商代表座谈会、客商代
表餐叙交流会、领导巡馆、大会

开幕式、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工作推进会等6大主体
活动。同时，还将举办5个方面的
专场活动： 青年湘商发展论坛、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成果展、2017湖南(郴州)国际五
金工具暨锻铸造产业博览会、第
二届郴商大会、世界五百强走进
湖南及市州、园区专场招商活动
等。
据了解，在项目签约方面，
截至目前， 大会共收集拟签约
项目229个， 投资总额1798.4亿
元， 拟引进资金1779.2亿元。其
中，合同投资项目196个，投资
总额1643.3亿元， 拟引进资金
1632.8亿元; 协议投资项目33
个，投资总额155.1亿元，拟引进
资金146.4亿元。 共有20家500
强企业 (包括世界500强、 中国
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投
资23个项目。
■记者 梁兴 陈柯妤

湖南中行全额投资为龙池河村建成的清洁化茶厂授牌交接仪式现场。

前9月全省商品房销售增速大幅回落
长沙、岳阳、常德市房价涨幅回落
本 报 11 月 14 日 讯 省住建
厅与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湖南调
查总队等10余家单位日前召开全
省房地产市场形势联席会议透露，
1至9月全省商品房销售增速大幅
回落，两年多来首次出现单月同比
负增长；9月，长沙、岳阳、常德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环比涨幅均
出现回落。

热点城市房价涨幅回落
1至9月，全省商品房销售面
积5373.5万平方米（含住宅4694.1
万平方米、 非住宅679.4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7.4%，增速较去年同
期回落19.4个百分点，较今年1至8
月回落5.9个百分点。9月， 全省商

品房销售面积735.66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18.9%，自2015年以来
首次出现单月同比负增长， 较8
月回落20.3个百分点。
热点城市房价涨幅开始回
落。国家统计局数据称，9月，长沙
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同比上涨
12%， 已连续4个月涨幅回落；岳
阳、 常德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分
别同比上涨9.8%、8.6%，同比涨幅
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回落。 环比
方面，9月，长沙、岳阳和常德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分别上涨0.1%、
0.6%和0.3%，涨幅均创年内新低。

库存去化周期环比增加
库存水平也出现了变化，或

影响到供求关系。据省住建厅调
查，截至9月底，全省待售商品房
（指累计已办理预售许可或现房
销售备案但尚未销售的商品房）
库存去化周期11.1个月， 较8月
有所增加。其中，商品住宅去化
周期6.5个月，较8月有所增加，属
年内首次增加；在非商品住宅销
售高位增长带动下，去化周期逐
月回落，目前为39个月，较去年
底缩短11.1个月。
据了解，下阶段在国家房地
产政策坚持连续性、稳定性的背
景下，我省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调控要求， 按照“分城施策”原
则，继续做好稳房价和去库存工
作。
■记者 陈淦璋

中国茶业科技年会在长沙开幕

古丈县获“中国名茶之乡”
本报11月14日讯 湖南古
丈县被授予中国名茶之乡，湖南
农业大学王坤波、湖南省茶叶研
究所郑红发荣获 “帝芙杯 ” 第
五届中国茶叶学会青年科技奖
……今日上午，“2017中国茶业
科技年会”在长沙开幕。本次年
会以“科技创新·三产融合”为主
题， 来自全国茶叶界的专家学

相关新闻

者、企业代表等1300余人参加了
会议。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
茶国、第一大消费国和第二大出
口国。2016年， 我国茶园面积达
293万公顷， 茶叶产量243万吨，
出口茶叶32.9万吨。”中国茶叶学
会理事长江用文指出。
湖南省科技厅巡视员杨治平

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非常
重视和支持茶产业的发展， 湖南
茶业强势发展。“至2016年，全省
茶园面积达到215万亩，茶叶产量
23.2万吨，茶叶出口4.5万吨，出口
创汇1.5亿美元， 茶叶综合产值
648亿元。”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黄德开 阳晓慧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名单出炉
古丈、保靖、蓝山榜上有名

本报 11月14日 讯 记 者 今
天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
悉，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布了2017年度国家有
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名单，我
省古丈、 保靖、 蓝山3县进入名
单，这是我省首批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创建区。
此次获批的3个县各有特
色。古丈县已有33家企业、合作
社通过有机茶认证，有机茶基地
认证面积达3.8万亩，基地有机化
率25.3%； 保靖县积极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开展有

机产品认证， 已有4家生产单位
获得有机证书， 年均生产有机
茶、有机大米原料850吨，认证面
积突破1万亩；蓝山县瞄准“全域
有机”大力发展有机茶叶、茶油、
蔬菜、稻米等种养殖产业。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