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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电骡子”点亮了“湖南屋脊”
他们除了维护电网、保障供电，还帮山区群众代购生活用品、代销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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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近日，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4月1年期LPR
为 3.85% ，5年期以上 LPR为
4.65%，自此LPR已连续12个月
未变。其中，长沙、芜湖首套、二
套房贷利率均提高25个基点。

LPR指的是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 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
行， 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
贷款利率， 以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4
月， 监测的60城主流首套房贷
利率为5.38%， 较3月增加4个
基点； 二套房利率为5.65%。自
去年11月房贷利率止降回升，
至今首套、 二套利率分别累计
上升17个、13个基点。4月60城
房贷平均放款周期为46天，呈
高位调整态势。

广州、东莞、佛山、长沙、
芜湖、南通等城市房贷利率提
高，其中长沙、芜湖首套、二套
房贷利率均提高25个基点。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长
沙首套住宅主流房贷利率为
5.29%, 二套住宅房贷利率以
5.54%为主。

“一季度购房贷款规模创
新高， 银行购房信贷额度面临
收紧压力。 一定程度上挤压二
季度及下半年的信贷额度，部
分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过上限
的银行，面临较大的调降压力。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约束
下，银行房贷额度趋紧，上调购
房贷款利率。” 业内人士指出，
未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
调控效果将持续释放， 银行系
统购房信贷额度承压下， 房贷
利率继续趋升。 ■记者卜岚

本报4月21日讯 “我之前
社保是外地买的， 可以转回长
沙吗？”在长沙就业，但曾在另
一城市交过社保的你是不是也
有这样的困惑？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人社
局获悉， 现在外地社保转移到
长沙可以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社保转移，首
先得激活电子社保卡。” 长沙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参保
者在微信搜索进入“我的长
沙”小程序，完成实人认证后，
点击“我的证照-全部”绑定电
子社保卡， 添加成功后点击
“社保卡-电子社保卡”， 点击

“卡面服务”，进入电子社保卡
服务页面。

点击“全国服务-社保转
移网上申请”服务，可在页面中
查询您的新就业地（转入地）是
否已开通网上申请服务， 长沙
各区县（市）已开通。对于已开
通网上申请的地区， 您可以点
击“我要申请”，填写转移申请
相关信息， 并经人脸识别的实
人认证后，提交申请。

“目前社保转移网上申请
仅开通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介绍，后
续会增加更多险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静雅

本报4月21日讯 今日，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
2021年1月至3月农贸市场评
比结果。结果显示，长沙市内
五区及长沙县、望城区、浏阳
市、宁乡市各评比出一个最佳
农贸市场和一个最差农贸市
场。有了这份榜单，市民今后
买菜就有了参考。

评比结果显示，今年1-3
月，长沙最佳农贸市场分别是
德政园农贸市场、邻里中心农
贸市场、锦园生鲜市场、蒋家
垅生鲜超市、跳马便民生鲜农
产品市场、 城东农贸市场、桑
梓农贸市场、浏阳市浏阳河市
场管理处（梅花小区农贸市
场）、祥熙市场；最差农贸市场
分别是滨湖农贸市场、黑石铺
农贸市场、 金星农贸市场、金
马综合大市场、 正圆农贸市
场、聚鑫农贸市场、乔口农贸
市场、浏阳市柏加聚发农贸市
场管理有限公司、东区市场。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农贸市场评比根据《长沙市规
范化农贸市场评分标准》中
的要求打分， 评分细化到米
粉、湿面、豆制品等冷链销售
的温度、 湿度以及容器是否
符合规范要求； 快检室运行
情况和阳性产品的处置结果
是否有记录和留存；是否配备
公平秤等。

■记者 黄亚苹

肩扛手抬铺设改造电网

2006年， 国家电网着手接
管壶瓶山原小水电自供区后，成
立壶瓶山供电所，覃道周任首任
所长。

当时的小水电网区用电秩序
很混乱，还有448户山民没有用上
电，让山区群众家里能用上电就成
了供电所成立之初最主要的任务。

覃道周介绍， 这些没有通电
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山顶， 地处近
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 而且
山区毒蛇猛兽经常出没， 雾霾雷
电频发，山洪冰灾接二连三。

要在这里实现“户户通电”，
难度可想而知。 老百姓听说要架
电，高兴得没法形容。但由于山高
路险，哪怕要把一根电杆抬上山，
也犹如登天。

按当时的价格，一根电杆由
电力部门出资从厂家购买再运
送到山脚下，总费用只要276元。
然而，要将电杆抬上山，得组织
两班人，每班8人，轮换抬，起码3
天才能到达最近的目的地，每根
电杆的总费用也因此提高到了
2700元。

就这样风餐露宿，300多名电
力施工人员和当地老百姓一起，
用肩挑背扛、 车载马拉的方式运
送电力器材， 到2006年11月底，
共计完成新建10千伏线路73.76
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51台，新建
低压线路1300千米， 耗时大半
年，终于使居住在深山老林的“无
电户”都用上了放心电。

尽管通电已经10多年， 但闭
塞的环境留不住人。 石南山本来
有11户人家， 国家脱贫攻坚行动
后，陆陆续续都搬走了，只剩下一
位不愿下山的老人。 山上架设的
供电变压器还是保留了下来。

“电骡子”为村民捎带生活物资

2007年的一天，覃道周在南
坪集镇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
闲聊中， 覃道周了解到老人住在
远离集镇30公里的青林村。 一大
早，老人就拄着拐杖出发，打算用
一天的时间到集镇买一包盐。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一包
盐，来回60多里的山路，这让覃道

周陷入了深思。覃道周心想：供电
所的员工每天都要在深山中穿行，
可以帮老人把这包“盐”带回家。

回到供电所，覃道周和同事们
决定开展一项便民服务：进村带商
品，出村带山货。只要是村民需要，
一条毛巾、一袋米、一瓶酱油、一包
化肥，供电员工都义务捎带。

山里的居民高兴地说：“这些
‘电骡子’方便了我们‘泥腿子’。”
从此， 居民们都称这群供电员工
是“电骡子”。

壶瓶山深处有一个交通非常
不便的村庄，现在还居住着15位
曾患麻风病的老人。 得知老人们
的情况后，“电骡子” 们义务上门
维修线路、电器，逢年过节还送去
生活物资。

“以电代柴” 助力地方产业
扶贫

山里的百姓要脱贫， 关键还
是要靠产业的发展。电可靠了，产
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壶瓶山地区属武陵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一部分， 当地居民靠
种植烟叶、 茶叶以及外出务工来
增加收入。每年到了制茶、烤烟季
节，“电骡子”都要全员出动，提前
对所有线路、 变压器做一次彻底
的隐患排查， 制定详细的保电应
急预案，用电高峰期，还要组织人
员进行24小时巡查。

“以往每当产茶季节，鲜叶不
及时卖出就会坏掉，山区路不便，
运出去还要花上一笔运费， 因此
时常遭受收购商压价， 每亩收入
仅2000元。 村里新建了制茶厂，
可是变压器容量过小， 带不动茶
厂机器。” 茶厂负责人盛孝伍说，
2016年2月， 覃道周帮他整改室
内线路， 看到他还在使用老技术
制茶，还向他推荐“以电代柴”的
制茶新思路。

当年通过柴改电后， 盛孝伍
就完成了产值120万元， 近两年
销售额更是节节攀升， 突破300
万元， 直接带动管山村茶叶合作
社74个农户受益。正在管理茶叶
地的茶农周国初笑着说，“现在电
好了，茶厂生产稳定，我们收入也
有保障。”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赵向新 易长龙

4月17日，国家电网湖南电力东方红（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在石门县壶瓶山镇管山村壶峰绿茶厂茶
园检查用电设备，向摘茶农户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彭浩 摄

———同心奔小康

“上 坡 登 上
天，下坡到河边，两
山能对话，见面要
半天。”这是描绘壶
瓶山的一首民谣。

壶瓶山地处
常德市石门县境内，主峰高达2098米，是湖南最高峰，有

“湖南屋脊”之称。这里地势险峻、群山环绕、峡谷幽深，交
通闭塞，进山难，出山亦难。但有一群人却活跃在这千山
万壑之中，十余年如一日，他们跋山涉水，在每一座山头
都留下了足迹。他们是壶瓶山供电所的28名电力工人。

除了维护电网，保障供电，他们还帮山区群众免费维
修家电、代购生活用品、代销农产品。群众以过去最为信
赖的运输工具骡子给他们命名， 亲切地称
他们为“电骡子”。

长沙首套、二套房贷利率提高0.25%
观点：银行房贷额度趋紧，未来房贷利率趋升

外地社保转移回长沙可线上办理了

长沙一季度
“最佳最差”农贸
市场排名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