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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王晶）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今年不断加强金
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我省开放型
经济发展。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分行6月
末贷款余额达到462.59亿元， 比年初新增
60.43亿元。

今年以来，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立足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大力支持湘企开展进出口业
务，开拓国际市场。在对我省优势产业中大型
进出口客户、重点客户进行梳理后，确定“优先

发展一批、阶梯储备一批”的思路，切实为湖南
企业排忧解难， 着力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提升国际影响力。

该行始终将“走出去”项目作为重点服务
对象，支持了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和重大影响
的“走出去”项目，成为湖南企业海外投资、并
购的主办行。先后支持中联重科、华菱集团、湘
电集团等湖南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并购。今年
向中车时代电气提供3400万欧元境外投资贷
款，支持其收购全球第二大深海机器人提供商

SMD公司，助力中车时代电气获得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业的高端技术和市场。

作为支持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金
融力量， 进出口银行着力支持我省产能富余
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
作，助力新兴产业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同
时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为引领，
重点加大对非洲和我国周边国家项目的支持
力度，对不同客户、项目进行梳理，优化信贷
投放。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 � � �名片：
� � � � 孙莉，90后，吃货一个 ，美食店店主 。
大学毕业不到两年， 凭着对美食的热爱，
白手起家，创办湘潭第一家披萨外卖微店
“call pizza”、第一家情趣主题餐厅“马吃披
萨”。

故事：
糯米香软Q弹，芒果鲜甜爽滑，两者的

味道完美结合，就是一碗“好吃得想哭”的
芒果糯米饭。

这个7月， 孙莉一直忙着在自己的店
里推出这道新品。这是她在泰国拜师学艺
的成果。

在一家披萨店里售卖泰国美食，口味
未免有些混搭。孙莉却丝毫不介意，她笑
眯眯地说，我喜欢多元化的美食。

回想创业两年多来走过的酸甜苦辣，
孙莉说，正是因为对美食的热爱，才能坚
持到今天。

2013年夏天，孙莉大学毕业，决定在
湘潭开一家外卖披萨的微店。提出这个想
法时，不少人泼冷水。只有妈妈默默掏出
了1万元积蓄支持她， 所居地湘潭市雨湖
区云塘街道公园社区也给了她一些政策
上的扶持。

2013年6月，孙莉的微店“call� pizza”
正式开业。她把菜单发布在微博上，顾客
通过电话下单，送货上门。没想到第一天
生意就爆棚了。

她坚持每一块披萨都亲手制作，每一
张面饼都手工揉制，保证口感。

采访中，孙莉抡起胳膊，开玩笑地说：
你看，和面都和出肌肉来了。

孙莉告诉记者，开业头一天晚上，她和
面和到凌晨三点，睡了三个小时，第二天六
点起床，直奔菜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最初创业完全是“一个人的战斗”，采
购食材、制作披萨、接单、售后……除了送
外卖是聘请的人员， 其余全部亲力亲为。
累到虚脱的时候， 孙莉也有过放弃的念
头。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很快就被对美食
的热爱取代了。

因为热爱，心甘情愿每天窝在厨房挥
汗如雨地发面和面， 累到胳膊都抬不起
来；因为热爱，为了抓住头脑里闪现的灵
感半夜爬起来现场制作；因为热爱，远赴
异国拜师学艺， 为了寻找一种特殊的食
材，冒着酷暑跑遍整个湘潭城区。

微店创办不到一年，一位老顾客主动
找到孙莉， 孙莉意外获得20万元投资，创
办实体店“马吃披萨”, 英文名是“much�
pizza”。 有长沙的客人每个月专程开车来
吃披萨， 也有不少外国客人慕名而来，吃
完还要打包带几个回去。

孙振华

今年上半年全省GDP能保持8.5%增
速，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
无疑居功至伟。

但有一现象不容忽视： 民间投资活力
在减弱。据省统计局提供的材料，上半年全
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544.3亿元， 同比增
长17.7%；而民间投资仅增长14.6%，同比回
落8.5个百分点， 成为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

从短期来看， 全省经济要持续平稳增
长，还得靠投资唱重头戏。受收入水平增长
与消费习惯的制约，消费增长短期内难以大
幅提升；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与劳动力等要
素成本上升影响， 出口短期
内也难以明显改观。因此，稳
增长重点还是稳投资。

投资， 首先要解决钱从
哪里来。 当前资本市场流动
性比较充裕， 关键是如何把
钱吸引到实体经济上来。上
半年股市火爆， 大量资金流
入了股市； 经过此轮股市调
整， 资金有可能会回流实体
经济。 这就需要强化金融创
新，统筹推进财税、金融、投
融资体制改革， 通过财政杠
杆、银行、股市、债券、基金、
保险、私募股权、PPP、互联网
金融、 政策性担保和再担保
等方式，疏通投融资渠道，激
发民间资本活力，把“海量”
社会资金转化为有效投资。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还

要解决投到哪里去。应彻底放开产业准入，
“可以有准入门槛，但不能有进入障碍”。我
省产业准入还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限制，
“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或多或少地
存在。要打破市场壁垒，消除社会资本在市
场准入、投资途径等方面的障碍，营造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的投资环境。要为社会资本
参与交通、能源、信息、航空、电信等基础设
施建设，进入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
等服务业领域扫清障碍，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打开更大空间。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也要克服“大水漫
灌”倾向。就我省而言，目前要引导民间资
本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兴产业。特
别要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工业的投资。

成品油市场迎年内首度“三连跌”
汽柴油批发价每吨均降265元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今天，国

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7月21日24时起将汽、柴
油批发价格每吨均降低265元。 这也是国内成品油
市场年内首现“三连跌”。

记者从省物价局获悉，按照“一省一价”原则，此
轮降价按吨升比测算落实到我省，具体零售价格为：
93#（国IV）汽油6.12元/升，下调0.21元/升；97#（国
IV）汽油6.5元/升，下调0.23元/升；0#（国 IV）柴油
5.82元/升，下调0.22元/升。

上两轮价格下调时间分别为6月8日和7月7日，
其中6月23日调价搁浅。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曹辉
通讯员 曾妍

2015年7月21日，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
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
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
期徒刑。

2003年10月27日晚， 湘潭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周
玉衡在该校工科南楼308室遇害，并
被抛尸于该校工科楼南门口通往西
侧苗圃的台阶上。经湘潭市公安局侦
查，曾爱云、陈华章有杀害周玉衡的
重大嫌疑。2003年10月29日， 曾爱
云、陈华章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湘
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1日
被逮捕。

2004年6月，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
以曾爱云、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向湘
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湘潭中
院分别于2004年9月、2005年12月、
2010年6月三次作出判处曾爱云死
刑、 判处陈华章无期徒刑的判决，被
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回重审。 湘潭中院于2013年4月17
日对该案进行了重新公开开庭审理，
并先后两次延期。

湘潭中院重审查明：被告人曾爱
云、陈华章、被害人周玉衡均系湘潭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2003
年10月，曾爱云与同班同学李某产生
恋情，而此前李某与周玉衡已相恋多

年。2003年10月22日至27日，陈华章多次
购得大量安定片。10月27日傍晚， 陈华章
来到与周玉衡共同学习的湘潭大学工科
南楼308室， 将事先准备好的安定片捣碎
并溶解、 过滤后投放于周玉衡的茶杯中，
周玉衡来到308室饮用后出现药物反应。

当晚7时28分许， 曾爱云通过电话约
周玉衡在湘潭大学图书馆前见面。19时50
分许，头晕乏力的周玉衡在陈华章的搀扶
下与曾爱云、李某见面，随后陈华章以周
玉衡身体不舒服为由将周玉衡扶回宿舍。
21时许， 陈华章又以到308室听歌为由将
周玉衡带到308室。 此后周玉衡在该室遇
害。陈华章用一块绿色抹布简单清理了现
场，并将抹布藏匿在该室南面墙的一壁柜
内， 将周玉衡的手机藏到电脑桌抽屉中。
23时30分许，陈华章用周玉衡的手机卡分
别给曾爱云、李某及周玉衡的室友发送了
手机短信，事毕将周玉衡的手机卡连同剩
余安定片丢弃。23时40分许， 周玉衡的尸
体被发现。

湘潭中院重审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中，关于曾爱云的作案动机、是否与
陈华章合谋、作案工具的来源及去向等情
节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陈华章对周玉衡怀
有积怨，有作案的动机。且陈华章多次购
买大量安定片投放至周玉衡的水杯，一直
紧跟着周玉衡，并与周玉衡在一起直至周
玉衡遇害。还实施了隐匿罪证、清理现场、
发送短信掩盖真相等行为。据此，判决陈
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微店卖手工披萨的女孩

■谈经论市

民间投资乏力应引起重视
———当前经济热点系列谈之二

一次通关无须多地往返
长沙海关加入全国海关区域通关

一体化改革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涂红伟）

今天，长沙海关宣布正式加入全国海关区域通关一
体化改革。往后，我省外贸企业可在注册地、货物进
出境地“任性”选择海关办理申报、纳税和查验放行
手续，“通42关如1关”，无需奔波于属地、港口之间。

去年以来，海关先后启动了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广东地区海关等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7月初， 跨区块
之间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互联互通工作完成，全
国42个直属海关关区内外贸企业实现注册登记、 通关
管理、信用等级等信息全面共享，这意味着企业跨关区
通关可统一申报、统一审单、统一作业、统一风险参数，
告别“一次通关需往返多个海关办理手续”的历史。

长沙海关表示，自2014年12月我省纳入长江经
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来，众多在湘外贸企业受
惠。据统计，今年1至6月，长沙关区通关一体化报关
单4.47万份，其中跨关区一体化报关单6412份，企业
通关时间节省一半，成本节省20%以上。

此外，报关企业跨关区从事报关服务的限制也
被取消，今后可“一地注册，多地报关”。

进出口银行大力支持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6月末贷款余额462.59亿元

湘潭中院对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

曾爱云被判无罪
陈华章被判无期徒刑

7月21日，长沙地铁1号线解放西路与黄兴路交叉路口建设工地，工人在清理盾构机
刀盘土仓里的渣土。20日下午，黄兴广场站至五一广场站右线区间顺利贯通。本月底，该
区间左线也将贯通。届时，五一广场以南路段将实现双线贯通，可进行铺轨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赵娟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7 月 21 日

第 201519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63 1040 689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15 173 400495

7 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7月21日 第201508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2469757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6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3133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36
45063
874427
6273196

72
2161
33398
245286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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