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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丹 胡宇芬

“科技创新的中心在哪里，我们就在
哪里。”这是美国“硅谷银行”的宣言。

在长沙高新区，自去年10月以来，短
短7个多月时间里，3家类似 “硅谷银行”
的科技银行落户该区， 并为近60家科技
型小微企业授信1.5亿元， 缓解了科技型
小微企业融资难， 拉开了我省科技创新
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的序幕。

今年4月和6月， 记者多次来到省科
技厅和长沙高新区， 探访科技银行背后
的创新故事。

在麓谷中联重科的马路斜对面 ，我
省首家科技银行———长沙银行麓谷科技
支行就坐落于此。从外观看，这家科技支
行与长沙银行其他支行并无较大区别。

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 行长谭晨是
位80后年轻小伙子， 去年从美国留学归
来，经济金融学硕士。

虽然年轻， 但谭晨对科技支行的理
解非常透彻，“高新区是省会长沙科技资
源密集区，这里拥有的近5000家企业，其
中90%是轻资产、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去年，该区又被列为国家首批16个

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之一。 金融
创新在这里大有可为。”

去年10月26日，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在
麓谷正式成立，当天，长沙高新区就有15
家科技企业现场与该行签约。

“我们重点推出了10种覆盖科技企
业从初创期、 成长期到成熟期各个发展
阶段的创新产品。 如 ‘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业务、‘合同贷款’业务、‘政府信用现
金流贷款———基金宝业务 ’、‘应收账款
质押贷款’业务等等。也就是说没有固定
资产、现金流，在传统银行不可能贷到款
的企业 ，在科技支行 ，经过评估 ，凭抵押
合同、 知识产权甚至信用就能解燃眉之
急了， 这样大大降低了贷款门槛。”谭晨
介绍。

科技银行的诞生， 在长沙高新区一
石激起千层浪。

湖南深拓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是家自动化技术研究的科技型公司。 虽
拥有30多种专利技术 ， 但固定资产少 ，
缺乏抵押物， 想从银行贷到款， 这在以
前是不可想象的。 去年下半年， 该公司
拥有很多订单 ， 但苦于没有流动资金 ，
几乎无法交货， 在这关键时刻， 公司财
务总监曹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向刚刚
成立的长沙银行科技支行申请贷款， 没
想到一个星期就批下来 ， 获得了280万
元的纯信用贷款 ， 帮助企业渡过了难
关。

“一直以来，‘轻资产、 高成长’ 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 好比十字路口
只有红黄灯交替闪烁， 没有绿灯让我们
通行。 翘首以盼多年后， 随着长沙银行
科技支行在麓谷成立， 科技型企业融资
的这盏” 绿灯 “终于亮了！” 曹健感叹。

给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亮 “绿灯 ”
的不仅是长沙银行。 去年底， 浦发银行
长沙分行麓谷科技支行也低调开业。 重
点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 并推出
“科贷易” 融资产品， 该产品含三板易、
投贷易、 订单易、 抵押易、 项目易、 税
融易等10个子产品。

今年4月底， 建设银行也紧随其后，
在高新区设立了麓谷科技支行。 短短半
年内，高新区迎来了3家科技支行的安营
扎寨。

然而，与传统银行相比，科技支行降
低贷款门槛后贷款风险增大， 这是不争
事实。 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贷款风险？

“我们将传统的单对单、点对点金融
服务改为链接式金融服务，已与4家创投
机构、3家担保公司、2家证券公司、1家咨
询公司共同签订紧密合作协议， 并与长
沙高新区签订了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基
金协议， 对由园区推荐产生的不良贷款
本息，承担70%的信贷风险，实行风险分
担模式，促进和保障了业务的开展。 ”谭
晨介绍。

政府的扶持，激发了科技支行“敢贷
宽贷”的热情。 这些银行积极向园区内小
微企业放贷，最少的10万元，最多的获得

了500万元授信。
“运行半年多来，现在一切情况都好，

还没出现不可控风险。 ”谭晨介绍。
易卫红， 长沙高新区金融办主任，是

一名年轻精干的女子。 对于高新区半年
内3家科技支行落户，她表示，“这还仅仅
是一个开始。 ”

“我们正在建2万多平方米的科技金
融大厦， 将汇集科技支行、 集合征信评
级、产权交易、路演推介和股权交易等平
台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担保、小额贷
款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 为科技型企业
发展创造一流的金融服务环境。 ”易卫红
告诉记者。

面对高新区正在涌起的科技与金融
结合的新态势， 省科技厅副厅长贺修铭
看得更远。

他告诉记者，“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
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选择。 继国家“十二五”规划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提到了新的高度之
后， 科技金融概念又写入 《国家 “十二
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表明科技金
融已经纳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目前，我省已安排了2000万元设立科
技金融结合专项，成立了首支天使基金，
并将启动设立规模1亿元的湖南省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资金、以及科技保险、中小
企业合作成长基金等等。“我们在长沙高
新区试点成熟后， 还将向全省其他高新
产业园区推广。”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成克龄）6月
中旬，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与广州军区某部
舟桥团、工兵团共投入官兵近千名、车辆200余台，在我
省某地实施“联合2012”工程兵全专业实兵综合演练，全
面检验教学训练效果。这是我军首次实施院校毕业学员
与部队联合进行工程兵全专业联合演练。今天，国防科
大教育长曾淳、副教育长王正明和总参谋部、广州军区
某部领导现场观摩了浮桥渡场开设、机动保障、滩头阵
地阵前破障等演练课题。

上午9时许， 汨罗江畔某地， 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
起，由国防科大学员和某舟桥团战士混合编成的渡河保
障分队快速扑向各自战位，雷霆出击，实施开设浮桥渡
场的行动。突然，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敌火力袭扰，迅
速隐蔽！”指挥员果断发出号令，转眼间，湍急的江面上
空无一人。“敌情解除， 恢复作业！” 指挥员再次发出号
令，官兵闻令而动，用车辆、汽艇等拖引舟桥器材急速驶
向渡场开设区域。导调组从实战出发，设置了防电磁干
扰、防敌航天航空侦察、抗敌火力袭扰、抗敌航空兵火力
和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更换损毁门桥等科目，参演官兵
沉着应对，快速处置各种特情，不到40分钟，一条200多
米的“长龙”已经横锁江面，天堑顷刻变通途。

真演真打方能锤炼过硬尖兵。在随后进行的破障演
练中，导调组设置了纵深数百米的反坦克壕、蛇腹型铁
丝网、混合雷区等9道障碍。参演学员机智沉着、灵活处
置，综合运用多种破障手段，在隆隆炮声中快速突破各
道障碍，开辟通路。10时30分，随着最后一枚火箭破障弹
准确命中目标，演练任务圆满完成。

为充分实现部队院校混编合训， 发挥各自优势，参
演官兵统一编配为桥梁架设、码头构筑、工程侦察、伪装
防护等6个模块，各模块独立遂行行任务，任务涵盖上形
成一个“扇形”，在指挥中心干预下，各模块单元又可抽
调人员装备组成新的任务模块。国防科大学员还将北斗
系统、电台通信、一体化指挥平台成功实现信号数据转
换整合 ，信息链 、数据链直达终端 。有了统一的通信代
码 、数据编码 、软件平台 ，使院校部队沟通起来不再有
“门槛”，协同标绘、文书流转、网上推演变得快捷顺畅。

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副院长、演练总指
挥傅光明介绍， 这次综合演练着眼信息化战争特点，用
战术课题把学员4年所学的专业技能全部串联起来，通
过联合训练和实兵演习，巩固了理论教学内容，锻炼了
学员在复杂生疏环境实施工程保障作业和联合作战指
挥能力。

7个多月，3家科技银行落户长沙高新区，授信1.5亿元，近6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受益———

科技银行，为创新而来
———我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系列报道之一

科技服务到农家 省科技厅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1 2 3 9 6

我军首次实施院校毕业学员与部队实兵演练

“联合2012”工程兵综合演练举行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何磊 黄永
勇 蔡玉 ） 今天上午 ， 省军
区在长沙市博物馆毛泽东铜
像 广 场 ， 举 行 《 精 神 家
园———湖南红色资源巡礼》、
《湖南民兵史 》 两套新书发
行仪式 。 省军区领导张永
大、 李有新、 张中湘、 姜英
宇出席。

《精神家园———湖南红
色资源巡礼》 系列丛书， 由
省军区政治部历时两年多 ，
通过深入实地对三湘大地
1700多处红色纪念地进行系
统梳理和研究 ， 精心策划 ，
编辑出版。 省军区司令部历
时1年多 、 数易其稿编纂的
《湖南民兵史》， 全面阐述了
湖南民兵历经沧桑、 不断发
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揭示了
全省民兵建设的客观规律 ，
总结了党管武装的基本经验。
两套新书， 内容丰富， 史料

翔实， 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的有益教材。

李有新表示， 学习和宣
传我党、 我军光辉历史， 是
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性
工作， 对于弘扬我军听党指
挥、 服务人民、 英勇善战的
优良传统， 增强部队有效履
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
能力，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全省广大官兵要采用
座谈、 征文等多种形式， 把
两套书读起来、 读进去， 营
造浓厚的读史用史氛围； 要
继续深入挖掘原创性红色资
源 ， 研究一批红色历史课
题， 在年底推出一套原创性
红色资源现地教学教案； 要
筹建好一座军事博物馆， 把
湖南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
灿若星河的历史人物系统梳
理出来、 展示出来， 成为官
兵、 人民群众学习理解湖南
革命历史的永久性平台。

挖掘原创性红色资源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省军区发行两套新书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聪颖 邹隽）
今天， 全省 “放心粮油宣传
日 ” 系列活动在长沙启动 。
据省粮食局发布的消息， 从
粮油自田间走向餐桌的各个
环节来看， 我省粮油质量整
体让人放心。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蔡力峰出席活动启动
仪式。

粮油是最基本、 最重要
的食品， 也是生产、 加工其
他食品的基本原料， 其质量
安全关系到整个食品安全的
基础。 省粮食局局长夏文星
称， 去年全省共开展粮油质
量安全抽检555次 ， 检查相
关企业2008个， 抽检结果显
示， 粮油质量总体合格， 消
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粮食专家认为， 近年来
我省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粮
油病虫害生态防治方法迅速
普及， 粮油质量安全在生产
环节有保障 。 在流通环节 ，
省粮食局一方面积极推动粮
油企业兼并重组， 湖南粮食

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迅速壮
大， 粮油规范化、 制度化经
营规模不断扩大 ； 另一方
面， 大力推进粮油质量检验
检测体系建设， 狠抓粮油储
备 、 运输 、 加工等质量管
理， 确保粮油 “全流程” 质
量安全。

同时 ， 从2010年起 ， 我
省大力开展放心粮油产品 、
放心粮店和示范企业创建 ，
让放心粮油进农村 、 进社
区 ， “直达 ” 老百姓的餐
桌， 深受欢迎。 目前， 全省
已有143家企业获评放心粮
油示范企业。

在今天的 “放心粮油宣
传日” 活动中， 主办方通过
多种形式， 现场向广大市民
普及粮油食品安全知识， 推
介放心粮油产品 。 据介绍 ，
省粮食局下一步将严格管控
粮油收购、 储存、 出库、 加
工、 销售等关键节点， 力争
尽快实现粮油质量安全 “监
测全覆盖、 监管无盲区、 系
统无风险” 的目标。

粮油质量整体让人放心
“放心粮油宣传日”系列活动启动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李宁 通讯员 朱新根）今天上
午，“希望工程·快乐电影”大
型公益活动在长沙启动。这次
活动将通过开展“爱心电影专
场”、“明星爱心义卖” 等募捐
活动发起爱心倡议，为我省14
个市州困难山区学校筹集公
益资金，建立数字电影放映院
点。

据统计， 我省只有8.6%
的乡村学校组织过学生集体
看电影，91.4%的乡村学生没
有看过大屏幕电影。 该活动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
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 湖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潇湘
电影频道联合承办， 旨在推
广电影文化， 让偏远山区的
孩子能看到电影， 享受到现
代文明成果。

启动仪式上，“真实电影
工作室”首席导演陈军现场捐
资30万元，为株洲炎陵县龙溪
乡、 沔渡镇等地的6所乡村学
校捐建6个数字电影放映院
点。潇湘电影频道和部分影院
捐赠了2台电影放映设备和一
批爱心书包。具体捐赠方式可
通过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的 官 方 网 站 （http://www.
hnydf.net）进行查询。

让困难山区孩子看到电影
“希望工程·快乐电影”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 � � �官兵在架设浮桥。 周小雷 成克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