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 ）在国

内建筑施工行业整体形势不容
乐观的大背景下，“路桥湘军”
锐意改革创新，业绩逆势上扬。
今天， 记者从湖南路桥集团获
悉，2015年， 该集团承接业务
突破115亿元， 同比增长40%，
完成产值105亿元， 实现利润
过亿元。

2015年， 湖南路桥集团凭
借技术、品牌及管理优势，不断
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抢占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先机，稳
健开拓施工总承包等高端项
目，以“做强省内、立足国内、拓
展海外”， 积极进军新兴市场、
海外市场。

湖南路桥公路施工主业稳、
省内业务稳。龙永、永吉、大岳高
速、南益高速、益马、益娄、娄衡
等高速项目都有湖南路桥承建
或中标的标段。

在省外市场，“路桥湘军”捷
报频传。去年新揽入广东阳春至
化州项目、仁化至新丰两个项目
合同金额近10亿元，广西巴马河
池至百色高速、柳州至南宁改扩
建项目逾13亿元， 新疆国道219
线阿克苏至乌什段公路改建工
程、 青海市场空港大桥等大项
目。

海外市场来势喜人，市场版
图辐射到了菲律宾、 斯里兰卡、
老挝及刚果布、肯尼亚、玻利维
亚、卢旺达等亚、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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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尹志伟 曹长阳）“十三五”时期，全
省将对约8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初步估算总投资达480亿元。记
者今天从省财政厅获悉， 我省易地扶贫搬
迁资金筹措方案已经确定。其中，中央预算
内投资补助及农户自筹建房资金约80亿
元；经省政府批准，在湖南发展集团下设立
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 作为省级投融资主

体，将筹措项目资金400亿元。
省财政厅副厅长欧阳煌介绍， 省扶贫

开发投资公司筹措的400亿元资金来源包
括： 省财政拟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筹集78亿
元，专项建设基金筹集40亿元，长期政策性
贷款筹集约282亿元。 专项建设基金和长期
政策性贷款按国家政策执行优惠利率，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20年，由省国开行和省农发行
承贷。各县（市、区）政府按照市场化运作原

则，在现有的县级融资平台公司下设立子公
司，作为县级项目实施主体，承接省扶贫开
发投资公司的项目资金。 按照2016年搬迁
20万人的计划，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即将启
动相关贷款程序，确保项目资金需求。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采取集中投入、分
期偿还的模式， 由县级项目实施主体对全
部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承担偿还责任。 省财
政今年起扩大市县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统

筹安排的自主权， 市县政府可在不改变资
金类级科目用途的基础上， 将支持方向相
同、 扶持领域相关的专项转移支付整合使
用。省财政厅要求，各县（市、区）要通过整
合相关财政专项资金和增加年度预算安
排，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逐年向县级项目
实施主体支付项目费用， 用于偿还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资金本息。 中央和省财政对长
期政策性贷款分别给予90%和10%的贴息。

聂廷芳

1月股市正在赶大考、渡难关。
周末证监会表示 ，3月1日不是 IPO注册制的执行

日。 上交所发文，大股东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股份
总数1%；协议转让不低于5%、再减持又得遵循减持规
定。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称，“合理安排新股发行”。

上述消息 ，传达了证监会对于市场的鲜明态度 。
一个1%，一个5%，完全管住了大股东减持 。 媒体报
道 ，4次触发熔断机制 ， 国家队均进场买入 。 沪指从
3684点下跌 ， 见低点3056点 ，600多点快速蒸发 ，属
于短线严重超跌 。 这些因素 ，决定了不能再看大跌 。

能不能看大反弹，需考虑下面3点。
1、A股当前内外的大环境，都不顺。 欧美股市连续

暴跌， 人民币汇率连续大跌， 石油等大宗商品连续大
跌，对A股制约相当大。

2、新年开局一周，借助熔断机制“铸造”的下跌通
道，赫然在目。 熔断虽暂停，重聚人心、扭转颓势，却需
时日。

3、 减持新规对大股东减持二级市场买入的股份，
不作限制。 这一块数量不菲，比如大股东救市买入的庞
大股份，抛压不小。

管理层希望市场稳定，但利空是实在的，需要时间
消化。

预计沪指短期低位徘徊，反弹是小级别。 等外围股
市、人民币汇率、大宗商品企稳之后，1月下旬，最迟2月
初，走出向上行情。

（股市有风险。 本文仅供参考）

沪指暴跌逾5%
逼近3000点
再现千股跌停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陈淦璋）周一A股低开
低走，沪指收盘重挫5.33%，报3016.70点，再创本轮调
整新低，考验3000点支撑。

早盘，沪深两市大幅低开。尽管有中国中车率“一
带一路”概念股护盘、中信银行率金融股护盘，均因力
量单薄而遭到抛盘反击。盘面上，题材股重挫，板块集
体沦陷，在暂停熔断机制之后再现千股跌停。

截至收盘，沪指报3016.70点，跌169.71点，跌幅
5.33%；深成指报10212.46点，跌676.45点，跌幅6.21%；
创业板报2106.36点，跌142.63点，跌6.34%。成交量方
面，沪市成交2863.8亿元，深市成交3778.3亿元，共成交
6642.1亿元。

湘股方面，75只个股中，除6只停牌外，全线飘绿。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通讯员 付军
明 记者 李治） 记者今天获悉， 省扶贫基
金会2015年募集资金首次突破千万大关,
达到1200万元。 募款创新高， 确保了精
准扶贫的实施。

湖南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20多家
企业单位参与扶贫捐赠活动 ， 捐赠单
位同比增长两倍多 。 湖南机场管理集
团通过省扶贫基金会向郴州市桂东县
金洞村定向捐赠395万元， 捐赠额居首
位。

以金融扶贫为杠杆， 变“输血” 为
“造血”， 形成“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产
业发展” 的格局。 如江永县开展夏橙资产
收益扶贫示范项目工程 ,以连片开发种植
夏橙为主的特色水果产业， 总投资3000
万元以上， 产生的效益主要用于帮助江永

县贫困人群低保兜底脱贫。
健全金融扶贫保障机制。 如中和农信

小额信贷项目在湖南实施以来， 中和农信
通过无需抵押、 上门服务的小额信贷方式
支持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开展创收， 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2015年， 中和农
信小额信贷湖南省项目县年累计发放贷款
2.1亿元， 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任务34%，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覆盖率达14%， 比
上年度增加6.5%。

股市严重超跌
内外利空挡道

脱贫攻坚奔小康

谈经论市

480亿，将搬迁80万贫困人口
省财政多渠道筹集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省扶贫基金会募资破千万

路桥湘军逆势飘红
去年承接业务突破115亿元，同比增长40%� �

� � � � 1月11日上午， 大型工程机械正对长沙观沙岭建材市场进行拆除。 当日，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
联合城管部门， 对长沙观沙岭建材市场依法实施拆除。 该市场是临时建筑群， 已有10余年历史， 设施陈
旧， 墙体老化开裂， 安全隐患大。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