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彭雅惠）昨日，记
者从省统计局获悉，1至10月， 我省金融运行平
稳，本外币各项存款实现高位增长，各项贷款投
放力度加大， 新增贷款3019.5亿元， 同比多增
136.9亿元， 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和湘企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统计显示，10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41907.1亿元，同比增长18.5%，比去

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今年前10个月，各项存
款新增5686.5亿元，同比多增1101.3亿元，其中，
非金融企业存款、 住户存款新增额均突破了
2000亿元，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也呈现较
快增长。

10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7241.3亿元，同比增长15.1%。各项贷款中，中长
期贷款增长强劲，1至10月新增2549.7亿元，同比

多增659.4亿元。
今年以来，我省贷款投向明显优化。前10

个月，全省煤炭、钢铁等重点去产能行业中长
期贷款净下降16.1亿元； 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1015.5亿元，同比多增292.3亿元；新增涉农贷
款849.2亿元，同比多增125.4亿元；个人住房
消费贷款增速连续8个月加快，10月末贷款额
同比增长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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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李友胜）11月29日，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的2016年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上，86岁
的袁隆平院士兴致勃勃地来到展位前参观。他
走到水果区，品尝了“崀山牌”脐橙后，连连点头
赞叹：“不错，好吃！”

据了解，新宁县是全国4大出口脐橙基地
县之一，脐橙种植面积达32万亩。新宁脐橙具
有果粒饱满、肉质脆嫩等特点，先后获农业部
优质农副产品评比金奖、 全国中西部农产品
博览会金奖、省优质水果评比金奖等，还被评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湖南名牌农产
品”。

今年，新宁县整合资金6000万元，扶持脐
橙产业。其中投入160万元，推进脐橙品牌战
略，统一规范“崀山牌”包装、统一粘贴“新宁
脐橙”国家地理标志、包装箱统一印制崀山世
界自然遗产地图案，并利用电视、报纸、网络
等，展开立体式宣传，进一步提升了新宁脐橙
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新宁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新宁脐
橙产量达21万吨， 目前已销售及签订销售协
议4.75万吨、同比增加193%，可带动1.2万人脱
贫。

新宁脐橙，
农博会上受欢迎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谭珍利 何雁翔 ）11月30
日， 随着衡阳市委书记周农和“湘油
泵” 董事长许仲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敲响一记锣声，“湘油泵”在上交所A股
首发成功，当天开盘呈一字涨停。

“湘油泵”是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简称（股票代码603319）。该公司
成立于1994年，20多年来一直从事发动
机泵类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是我国发
动机泵类产品生产企业领军者， 主要产
品为机油泵、水泵、输油泵等发动机关键
零部件，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

发电机组和船舶动力等领域，“湘江”牌
机油泵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10多年来，“湘油泵” 与国内外主
机厂实现同步设计开发， 目前共获国
家专利20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12项，
主持制定两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有20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 衡阳市科技进
步奖。在节能环保、中大马力、模块化
等技术领域，公司居国内领先水平，部
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据悉，“湘油泵”这次在上海上市，
首次发行流通A股2023万股， 发行价
10.46元，融资2亿余元。

“湘油泵”成功上市上交所A股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姚学文 毛敏轩 李绍
萍 苏继纯）29日下午， 2016中国中部（湖南）农
业产业国际峰会在长沙华雅酒店举行。美国驻中
国大使馆农业贸易处主任马克，瑞福斯品牌大使
朱丽娅， 北京村村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
湖南乡村旅游平台“下乡客”董事长、浔龙河文旅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邹高峰等嘉宾应邀出席。这
些嘉宾均在农业发展领域卓有建树。

中部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什么？农业应如
何在“请进来”和“走出去”中实现国际间融合发
展？如何看待休闲农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峰会
紧扣农村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等热点，以休闲农
业、农庄经济为切入点，展开深入探讨，并设置

“农业科技走出去与引进来”等话题，分享“双季
超级稻年亩产超3000斤，袁隆平院士创造新的世
界纪录”等农业科技“走出去”的案例。会议还通
过短片和对话的形式，结合“一带一路”大背景，
共同探讨中部农业未来的发展战略。同时，邀请
参会的知名企业现场分享农业企业推广与经营
方面的先进经验，围绕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话题展
开研讨交流、跨国对话、智慧发声。

嘉宾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展开热烈讨
论，进行充分交流，且观点新、立足高、视角广，对
推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搭建全球范围内的
沟通合作平台， 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路
径，都带来良好启示。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郭丁文）今天，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正式公布《湖南湘江新区“十三
五”发展规划》。未来5年，新区将努力
打造生态、智慧、人文、宜居的都市田
园新区，挺进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新
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0%以上。到
2020年，基本建成两型社会标杆、高
端品质新城、现代产业高地，率先实
现基本现代化。

在产业发展方面， 新区实施制造
业“521”工程，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
造、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电
子信息、食品精深加工等5大千亿产业

集群，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与节能
环保等两大500亿产业集群，家纺服装
1个200亿产业集群， 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

城市发展方面，形成“一主、三副、
多点”的城市发展新格局。“一主”即岳
麓中心城区，“三副” 即北部高星副中
心、 西部金玉副中心、 南部坪浦副中
心，“多点”即白箬铺、雨敞坪、莲花等
重点节点城镇。

综合交通方面，构建“枢纽功能引
领、网络设施支撑、出行方式多样”的
综合交通体系， 打造长沙建设国家交
通物流中心的核心节点。 加快构建铁
路、水运、航空及枢纽于一体的对外开
放型交通大格局。

长沙科技金融
路演中心落户麓谷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今天下午，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
交易所、长沙高新区联合，举办“科技型中小企
业成长路线图计划2.0” 之投融资常态化路演
暨长沙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揭牌仪式。200多家
省内外知名投融资机构及科技企业的负责人
出席。

据悉，长沙高新区培育了境内外上市企业
39家，占全省40%以上。“新三板”挂牌企业56
家，占全省27%、全市50%，以每2周新增1家速
度递增。

为推动科技企业成长，近年来，长沙高新
区出台了风险补偿资金、贷款贴息、上市挂牌
资助等科技金融系列政策， 打造集科技支行、
融资担保、天使投资、上市挂牌等服务于一体
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缓解中小科技企业融资
难。 园区已支持2000多家企业通过园区融资
平台获得60多亿元贷款， 引进股权投资资金
300多亿元。

长沙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挂牌后，华诚生物
等8个生物医药、 互联网及智能硬件项目采取

“现场路演+网上直播”方式，向中国高新区科
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上3200多家投资机构开
放直播，多位行业专家及资深投资人对路演项
目进行了专业点评，实现了创业者与投资人的
深入交流。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罗雅琴 姚学文）今年
农博会搬至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会不会影响人气？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今天是农博会对公众开放第二天， 记者发现，这
里人气一点也不减。

上午8时40分左右，记者来到农博会入门口，
发现这里已经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入场。“不到8点
就有人在这里排队了。”一个保安告诉记者。

走进场馆，但见偌大的展馆里，挤满了人。有
的拎着购物袋，有的推着小车。有的在品尝各种
口味，有的在讨价还价。来自开福区的姚先生，在
一家越南手工艺品柜台上，看中了一大檀香木做
的手链，喜欢得不得了，很快以450元的价格买了

下来。该柜台的服务员告诉记者，他们是第一次
参加农博会，对这里的展馆很满意，生意很好，昨
天一天卖了数万元。

在湖湘美丽乡村和三湘农业前沿展示馆，
众多湖南本土的特色农产品在这里展示。湖南
汇美农业的总经理肖立安，带着公司新的朝鲜
蓟产品来到农博会。“昨天，100多包朝鲜蓟茶
叶被一抢而空。”肖立安喜乐呵呵地说。朝鲜蓟
是外来物种，又称洋蓟，一种保健食品，可用来
做罐头、茶叶。该公司2005年从西班牙引进种
子，10年悉心培育，去年才成功。产品上市后市
场反响很好，畅销欧美一些国家，去年产值高
达4000万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蒋辰 熊永红 ）今天，历经
半年精心打造的湖南江湖名城众创空
间在岳阳市投入运营。 岳阳市人社局
局长罗忠勇介绍， 众创空间已入驻首
批300多个创业主体，将在推进全民创
新创业进程中更好发挥桥梁纽带、资
源整合、综合服务作用。

今年5月， 岳阳市人社局按“政
府引领、市场运作、公共服务、独立
运营”的模式，将岳阳原高校毕业生
创业基地升级改造为湖
南江湖名城众创空间，
设创业工作室、 创意市
集、创新工场、创客沙龙
和“众创在线”虚拟空间
等。 入驻众创空间的多
为青年创客。 入驻创客
可享受场地、 网络 、资
讯、水电、公共设施等费
用全免， 并可优先推荐
申报享受国家各类创业

扶持政策。 岳阳市还组建了创业导
师团、配套众创平台等，为初创团队
提供指导与服务。

据了解， 岳阳市正着力打造载体
多元化等“6H”创业孵化服务模式，已
创建5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建成10家
市级创业基地及7家创客空间。 目前，
该市通过举办创客沙龙、创意市集、创
业竞赛、创优评选等主题活动，促成了
126个优质项目落地，将创意产品和成
果直接推入市场。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
讯员 邓星照 曾晓风）11月29日下午，邵东县4大
家领导、参加县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和数千名群
众，齐聚邵东生态产业园，共同见证当地“商业航
母”———邵东国际商贸城开盘。县委副书记、县长
周玉凡说：“这是邵东市场升级的一件大事，标志
着邵东转型升级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邵东是我省市场大县、闻名全国的“商贸之
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邵东举全县之力，兴建
了辐射省内外、有全国性影响的“邵东工业品市

场”。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县市场群的规划
布局、规模、档次等渐渐落伍，难以适应新的需
要。有鉴于此，该县近年来大力实施“兴工旺商、
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推动产业与市场升级换代。

建设邵东国际商贸城，是邵东县委、县政府的
一项重大决策。该城瞄准全国现有大型高端市场，
力争打造国内外一流的商贸平台。 该城集商品展
示、商务办公、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及旅游购物于
一体，占地400亩，总投资39亿元，总建筑面积105
万平方米，可容纳3万经营户，预计明年5月开市。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章文正)今天，国家级浏阳经开区举行“科技金融
助力， 知本资本对接”2016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银企对接活动，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微企
业打造“金钥匙”，现场，长沙银行、北京银行授信
浏阳经开区6家企业1.23亿元。

签约仪式上，浏阳经开区管委会分别与长沙
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浏阳农商行、民
生银行、中信银行签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框架
合作协议》。随后，在银企授信签约环节，长沙银

行浏阳支行分别与湖南豫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利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进
行签约。6家企业现场授信总额达1.23亿元。

“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以前想从银行贷
到资金， 必须要有足够的实物财产作为抵押才
行。手握知识产权却贷款无门，成为了制约中小
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初创型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活动，为我们这样的
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 湖南天地恒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俐丽说。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何文华 张孟麟）“北方下雪多，
可以滑雪。我们南方没雪，但可以滑草！”
12月1日，记者到安仁县永乐江镇山塘村
采访，当地正在建设一个滑草场，村支书
龙下丕介绍，这是目前全省面积最大、滑
道最长、坡度最大的滑草场，可望在明年
3月建成营业。

据了解，山塘村滑草场总投资9000
余万元， 草场面积1000余亩， 设3条滑
道，单条滑道长150米，坡度达30°，设有

极限滑道、履带鞋滑草、四轮滑草等
项目。此外，配建20个健身休闲娱乐
设施，包括悠波球、射箭、稻草卡通
园、跑马场、垂钓、帐篷露营、野外拓
展、花卉水果基地等。

据投资商何庚金介绍， 滑草是
近几年国内兴起的一项新型休闲健
身运动，广受欢迎。在山塘村建滑草
场，可吸引周边游客，助推安仁旅游
业发展，有效带动当地就业、扶贫等
工作。

中部农业未来该如何发展

全球农业大咖农博峰会发声

湖南湘江新区
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
挺进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

湖南江湖名城众创空间投入运营
首批300多个创业主体入驻

邵东“商业航母”即将启航

全省最大滑草场落户安仁

农博会“搬家”后人气不减

浏阳经开区用“活”知识产权
园区6家企业获得融资授信1.23亿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今
天获悉， 省会多家银行已经收到湖南银监局下
发的《关于认真落实长沙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
控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涉及内容包
括严格落实住房信贷政策、 切实加强资金真实
性审查、严防“假按揭”和“零首付”违规行为等。

此前的11月24日， 长沙市出台了房地产市
场调控政策，要求通过严格房价审查、严格预售
网签、开展重点稽查、严查投机炒房、强化资金
管控、增加有效供应、曝光不良企业等7条措施，
确保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确
保长沙房价实现11月份与10月份环比零增长。

湖南银监局此次下发的《通知》指出，严格
执行购房首付比例、第二套普通住房首付比例
及贷款利率政策，并鼓励各家银行执行总行从
严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政策。据了解，省会
银行业对“双外”人士（外省户籍、外省工作）在
长沙购房的门槛明显提高，有的银行已对“双
外” 人士购首套房首付比例从3成提高到5成，
利率也较本地客户更高。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何铭 莫李丽 ）
12月1日， 记者在常安高速桃江段看
到，该路段基土石方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完成100%， 路面工程完成
99%，绿化工程完成90%，按照进度计
划， 常安高速将于今年12月底建成通
车。

益阳市积极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 今年前10个
月，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
投资101.07亿元， 其中高速公路完成
投资77.28亿元， 同比增长36.97%。全
市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投资完成额名
列全省前茅。在高速建设过程中，各区
县（市）定期召开调度会，协调解决具
体问题，创造了高速公路建设的“益阳

速度”，在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推介。
目前，益阳市共有益阳至娄底、益

阳至南县、益阳至桃江马迹塘等6个在
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里程达327.6公
里，占全省在建高速公路的40%左右。
据介绍，至“十三五”末，益阳市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将达到577.4公里，基本形
成“一环八射”“三纵一横”高速公路主
骨架，实现全市所有区县(市)中心城区
30分钟内上高速。

同时，益阳市按照“对内大循环、
对外大畅通” 的发展要求， 从今年开
始实施全市干线公路建设“519”行动，
即在5年时间里，投入100亿元以上，改
造干线公路900公里以上，实现全市所
有高速公路连接线、 国道和区域内重
要干线公路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益阳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快车道”
有6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里程达327.6公里

长沙楼市调控再加码
湖南银监局
要求房贷从严执行

� � � � 12月1日，湘江新区，谷苑路至梅溪新天地之间的肖河刚刚完成清淤，即将采用水体微生物活化
工艺，展开黑臭水体治理工程。日前，长沙市环保局公布了《长沙市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2016-2020年)》，将加大圭塘河、肖河等建成区24处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
理情况，明确到2017年，全面消除建成区内黑臭水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前十个月全省金融存贷款双增
各项贷款投放力度加大，新增贷款3019.5亿元

长沙全面治理24处黑臭水体

今年产21万吨，
带动1.2万人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