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报道见7版相关报道见7版

金融改革驶入快车道

让改革的旗帜高高飘扬·��热点探析

●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
效率， 让最有活力的市场主
体获得资金， 从而实现经济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
开放，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银行、 证券、 保险等金
融服务领域， 凸显“市场的

决定性作用”。 省政府支持
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起设
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鼓
励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
我省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

行和村镇银行的组建。
●利率市场化早已扑面

而来。 贷款利率基本上已完
全放开， 现在就剩下存款利
率。 预计存款利率的放开，

将会进一步发挥好市场配置
资源的作用。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入湘设立
分支机构； 引导和支持金融
服务“下沉” 到经济社会发
展的薄弱环节。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田甜）
几乎所有城市， 中心区都是最为
繁华的商业区， 长株潭三市融城
的中心区昭山却被打造成为“绿
心”。《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为
“绿心”做了宜居、生态的功能定
位，而《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
区总体规划》 则为保护绿心加了
一道双保险。

目前， 在我省两型社会建设

中，包括《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
地区总体规划》 在内的18个长株
潭城市群专项规划已经全部完成
编制， 其中14个专项规划已获省
政府批准。

科学规划是最大的节约。湖南
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引领，通过创
新规划体制机制，探索建立起了区
域规划、专项规划、示范片区规划、
项目规划组成的宽覆盖、多层次的

“两型”规划体系。
如果说长株潭两

型社会试验区的建设，
就像是在建筑一幢摩
天大楼，那么《长株潭
城市群区域规划》就是
这幢大楼的总体设计
图。省长株潭两型办规
划局副局长卢庆沙介
绍，该规划是城市群两
型社会建设的顶层设
计之一。 （下转6版）

两型�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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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孙家辉）11月，常德市武陵区到处呈现
火热建设场景。 总投资230亿元的124个服务
业项目中，过亿元项目有27个，其中投资48亿
元的常德汽贸城、 投资50亿元的常德国际陶
瓷交易中心正在紧张施工。 纳入了常德城区
“三改四化”计划的108条小街小巷“白改黑”
工程，已启动最后一个标段30条道路的改造。

以“领跑新常德、建设新武陵”为目标，武
陵区在发展质量、群众收入、城乡环境、公共服
务、基层保障、和谐稳定6个方面保持领跑全市
的优势，实现了“五个零”，即征地拆迁“零事
故”、违法建设“零增长”、棚户区改造政策执行
“零差错”、文明创建“零扣分”、非正常上访“零
发生”，折射出该区广大干部过硬的作风。

作为常德市主城区，武陵区承担着征地拆
迁、控违拆违、棚户区改造、城市品牌创建等多
项全市重点中心工作。 干部作风是否过硬，直
接关系事业成败。该区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开展问责治散、 问效治
庸、问廉治腐“三问三治”行动，建立健全“开通
一条便民服务热线， 建立一套民情工作台账，
成立一个群众服务工作站，印发一张便民服务
联系卡，撰写一本民情日志”的“五个一”机
制，对干部从制度上进行约束。同时，通过
“德孝廉”文化体系建设，对干部进行文化上
的熏陶；通过给足经费、提高待遇、关心关
爱，让干部待遇上有保障，激励广大干部甩
开膀子干事创业。

仅去年，武陵区就完成征地3430亩，拆迁
1200多户40多万平方米， 任务量相当于前20
年的总和。在这样繁重的任务下，该区干部坚
持依法依规、有情操作，受到拆迁群众支持，没
有发生一起事故，也没有发生一起闹事上访事
件，保证了省、市重大项目如期供地。在制止和
拆除违法建设中，坚持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整体联动，保证违法建设发现一起、制止一
起，违章一起、拆除一起，实现动态归零。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胡信松）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金融办获
悉，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今年7月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业界简称“金十
条”），省政府已于日前下发《关于金融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实施
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使“金十条”
在我省得到量化、细化和实化，目的是
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解决当前经济
社会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据介绍，《实施意见》从“贯彻落实
稳健货币政策， 保持信贷合理适度增
长”、“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
和调整”、“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
支持力度”、“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
“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快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发挥保险的
保障作用 ”、“加快健全地方金融体
系”、“鼓励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
服务领域”、“切实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等11个方面， 提出了37条具体贯彻落
实意见。

《实施意见》有7大亮点：探索建立
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明确在
常德市、益阳市、郴州市、怀化市和株
洲市荷塘区等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
点；提出设立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消费
金融公司、 民营银行、 金融租赁公司

等； 引入证券交易所等战略投资者参
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 建立统
一高效的区域性综合产权交易平台；
探索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的机制，
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保障服
务的力度； 首次提出推进区域性金融
中心建设， 在推动传统金融机构集聚
的同时，提出打造电商、第三方支付聚
集区和中部互联网金融集聚区； 首次
提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建设,� 支持在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试点
建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引入
民间资本和专业机构在我省探
索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小额再贷款公司、金融资产交易

所、金融股权投资基金、新型股权交易
中心等金融市场中介机构。

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金融办主任
石华清介绍，国务院“金十条”综合提
出了货币、信贷、证券、保险、外汇等多
方面的政策措施。湖南《实施意见》在
认真研究外省出台实施意见的基础
上， 先后两轮征求了省内36个部门的
意见， 并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每一条都落实到了具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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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
18个专项规划全部完成编制

●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引领，构建了宽覆盖、
多层次的“两型”规划体系

●规划让“两型”的设想落地、细化，转化成了
各种建设工程蓝图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解决突出问题相结合

贯彻“金十条”实施意见出台
●探索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在常德、益阳、郴州、怀化、株洲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首次提出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支持在长株潭试点建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12月2日，衡阳市人民路小学的学生带着自豪与喜悦，展示他们想象中的月球。当日
凌晨1时30分，中国探月工程二期“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成功飞天，激发了小朋友无限
的想象。 彭斌 摄

我心中的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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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治理：
湘江污染防治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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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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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实施一年

助力“嫦娥”
实现月地通信
湖南参研天线产品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周月桂）一个直径0.4米，重量不足1.5
公斤的“小锅”，在“嫦娥三号”着陆月
球表面后自动展开；展开后的“小锅”
始终指向地球地面接收站， 实现月地
间的数据传输。 这就是被称作数传定
向天线的射频设备。

今天，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见到了该公司参与
研制“嫦娥三号”着陆器的月地通信数
传定向天线模型。

今天凌晨，“嫦娥三号” 带着航天
环宇科技参与研制的月地通信天线奔
月而去。公司总工程师彭国勋介绍，作
为中国探月工程第二期，“嫦娥三号”
的任务是———“落月”， 而着陆器上最
核心的天线产品， 便是与地球进行数
据传输的定向天线射频设备。 这一设
备首先要具有高增益、高精度、高强度
和高可靠性， 同时还需要满足月球表
面最严酷的月面环境要求———适应零
下200摄氏度低温和110摄氏度的高
温。此外，作为航天产品，还要求有轻
的质量。

（下转10版）

近2万干部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