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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
国斌）“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好的故
事在基层， 最真的感动在身边……”
今天下午，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组织
的第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
动在长沙举行。现场，凌朔、蔡丽娜等
10位记者结合各自新闻工作经历，讲
述了新闻背后精彩、感人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记者
蔡丽娜分享了在西藏阿里海拔近
5000米的执勤点采访边防官兵的
感人事迹。晚上睡觉之前，帐篷外面
有战士打着手电在洗脚。 蔡丽娜走
到战士旁边，借着手电的光，发现洗

脚水没有冒热气， 伸手试了一下水
温， 才知道用的是冷水。“摸着寒冷
刺骨的洗脚水， 我真想马上就变出
一个大锅炉， 给他们烧上一大锅热
水， 能让他们好好地泡泡冰冷的
脚。”蔡丽娜动情地说。

中国邮政报记者吕磊以《高原邮
路的坚守》为主题，声情并茂讲述了他
所采访的青海的葛军、 云南的尼玛拉
木、西藏的次仁曲巴3位高原邮政人坚
守岗位、真情服务百姓的故事。河南省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主播潘聪讲述了3
个共产党人俯下身子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故事。“在采访他们的同时，也

寻回了我的初心。”潘聪说。
巡讲中，10位记者用质朴的语

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亲见、亲闻、
亲为的精彩故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
共鸣。“每个人的讲述都令人感动。”
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刘薇薇说，好记
者就是善于从细微处发现线索，挖掘
最感人的故事。来自湖南大学的一位
学生说，10位记者的故事都来自基
层， 以后当记者也要多去基层行走，
挖掘普通人的感人故事。

巡讲结束后， 巡讲团成员与湖
南的编辑记者和新闻院校学生进行
了座谈。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唐
爱平 实习生 王鑫) 湖南省发改委
于12月20日下发通知, 我省设置车
用汽、柴油质量升级置换过渡期。过
渡期间,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柴油(标
准品) 最高零售价格在国Ⅳ标准基
础上， 每吨分别加价170元和160
元。调整之后的92#汽油最高零售价
为6.37元/升，95#汽油最高零售价
为6.77元/升。

为确保全省2017年1月1日全
面平稳销售第五阶段质量标准车用
汽、柴油，自2016年12月20日24时
起至31日24时止， 设置车用汽、柴

油质量升级置换过渡期。期间，各成
品油经营企业分别按照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标准及相应价格销售油
品，用户可自主选择购买。对从国Ⅳ
标准升级到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柴
油实行优质优价。 国Ⅴ标准的车用
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在
国Ⅳ标准基础上， 每吨分别加价
170元和160元， 其他品号车用汽、
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按国家规定的
品质比例执行。2017年1月1日起全
面实行湖南省第五阶段车用成品油
质量标准。

据了解，“国Ⅴ”标准与“国Ⅳ”标

准的不同之处，主要是硫含量、锰含
量均有所下降。国Ⅴ标准的硫含量指
标限值由第四阶段的50ppm降为
10ppm，降低80%。这将会减少汽车
污染物排放， 提高汽车燃油的环保
性，同时使汽油的辛烷值出现一定的
下滑。汽油的标号正是根据辛烷值来
规定的， 这也就使原有的93#、97#汽
油变更为现在的92#、95#汽油。

12月15日，中石化湖南分公司
已经在湖南省系统所有在营加油站
正式挂上92#、95#车用汽油、0#车用
柴油国Ⅴ油品标示牌， 并在部分加
油站挂牌销售98#汽油。

成品油价上调
92#汽油最高零售价上调至6.37元/升，95#汽油上调至6.77元/升

“好记者”来长沙讲“好故事”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通讯员
李爱成 李锋）“合作社能有今天的
发展，我个人能有今天的荣誉，要感
谢党的好政策， 特别是金融机构的
支持！”12月17日，获评“湖南省百
名最美扶贫人物” 的耒阳市焱燚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仁子告诉
笔者。

因融资难， 焱燚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曾一度陷入绝境。2014年，耒
阳市开始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林权

可以抵押贷款。 该合作社以林权作
抵押，从银行贷款200万元，经营规
模由2800亩扩大到6500亩，经营领
域由种植业扩展到养殖业、休闲业。
同时， 合作社对接耒阳市产业扶贫
政策，带动周边86户贫困户脱贫。

目前， 耒阳市呈现出农村金融
改革和精准扶贫工作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的好局面。截至11月末，全市
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投放金额达
6亿余元，涉及农户1486户、农民合

作社113个， 带动1000多户贫困户
脱贫。

近年来， 耒阳市率先开展金融
服务“三农”试点，探索出土地经营
权、林权、农机、农房等5种农村产权
抵押贷款模式， 打通金融机构和农
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
把农村金融改革与精准扶贫有机结
合起来， 引导各金融机构参与产业
扶贫，并对带动力强、扶贫效果明显
的项目优先办理贷款。

“金融创新＋精准扶贫”激活了
耒阳农村发展的一池春水。 近3年
来， 该市通过5种农村产权抵押贷
款， 共创办和扶持各类扶贫项目
360多个。

精准扶贫引入“金融活水”
耒阳农村金融改革助千余贫困户脱贫

脱贫攻坚奔小康

金融助力 文化腾飞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山清水秀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拥
有深厚的古建筑文化资源和浓郁的
侗族民俗资源，还有红军长征通道转
兵所孕育的红色历史文化。民族文化
生态旅游，成为了当地政府选择的发
展战略。可是，面对基础设施所需的
巨额投入，资金从哪来？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分行的一次
重要尝试，让通道开始追梦之旅。

该行在向通道通腾精准扶贫开
发有限公司发放2.4亿元贷款的同
时， 国开发展基金公司出资1667万
元，占借款公司注册资本的25%。

“投贷结合，同时解决了资本金
与项目资金的问题，具有良好的示范
效益。”12月21日， 国开行湖南分行
副行长陈志武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
者，这也是该行支持的首个精品旅游
路线项目。投贷结合模式在武陵山区
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已落地
多个项目。

在湖南，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对
金融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省委、省政
府的推动下， 文化产业与金融行业的
牵手越来越多，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
故事接连发生， 为文化产业的腾飞助
力。2015年， 全省文化创意产业增加
值达1707.18亿元， 占GDP的比重达
5.9%，分别比2006年的337.89亿元增
长5.05倍，占GDP的比重提升1.4%。

支持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成
发展文化产业， 资金是软肋。文

化产业的投入周期长、回报不确定因
素多，中小微企业居多，不论直接融
资还是间接融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
不是金融机构的宠儿。

政府的谋划和引导至关重要。近
几年，湖南出台了金融服务文化产业
的系列相关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
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 构建了多层
次、多领域、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文化
产业的市场体系。

2009年，省委宣传部、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等单位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文化产
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16
项具体措施，为突破文化产业融资瓶

颈，增强文化企业发展后劲，改善文化
发展的金融环境进行了有益探索。

2012年，由省委宣传部与国家开
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编制了国内首
部省级区域文化产业融资规划———
《湖南省文化产业系统性融资规划
（2011-2020）》，提出了“市场化融资
为主，财政资金、信贷资金、资本市场
融资和域外融资多种渠道有机结合”
的融资构想。

规模达到1.6亿元的湖南省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资金补
助、投资参股等方式拉动社会资金，并带
动14个市州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当地文化产业发展。

规模达到30亿元的湖南省文化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策性资金支持
的补充，采取股权投资的形式对有发展
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参股，支持企业做
大做强，并力推企业上市。

注册资本1亿元，成立湖南省第一家
服务中小文化企业的信用担保公司———
湖南省文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撬
动社会资本参与文化投资。3年来， 公司
先后为省内80余家企业提供了6.5亿元
资金服务，实现了财政资本金6.5倍的放
大效应，累计带动国民生产总值50余亿
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上市文化企业达到5家
拥抱资本市场， 是很多企业的梦

想。在湖南的文化企业中，目前已有5家
圆梦者。他们是电广传媒、中南传媒、拓
维信息、天舟文化、快乐购，约占全国文
化上市公司的七分之一。截至今年三季
度末，市值达906亿元。

“近年来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这
得益于上市后获得的多种金融手段。特
别是公司在转型中，很大程度是借助上
市这个平台来推进和实现。” 拓维信息
副总经理龙麒告诉记者，2014年和
2015年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平台做了
两次资产重组， 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公
司利润从3000多万元增长到2亿多元，
员工从1000多人增加到近4000人。今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8%，
净利润同比增长175.6%。

从媒体成功转型为电子商务企业
的快乐购，在充分发挥自身的媒体创意
和媒体内容制作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电

视、电脑和移动终端三屏互动形成整合
传播平台，开发并提供高品质、高性价
比的商品，实现在线销售和服务。目前，
快乐购电视购物业务已覆盖19个省3个
直辖市（京、津、渝），覆盖户数1.4亿户。

“上市只有一年多，我们还在学习
如何使用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最近投资
了一家电商，明年可能会有更密集的投
资动作。”快乐购总裁唐靓告诉记者，公
司正在向社交电商、生鲜电商等多元化
发展。

据省金融办提供的数据，目前我省
拟上市文化类企业中，进入我省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的有11家，在新三板
挂牌的文化类企业11家，进入我省新三
板挂牌企业资源库的有14家。

融资模式加快创新
相比进入资本市场，对更多的文化

企业来说，获得银行支持是更现实的路
径。几年来，省文改办每年与省金融证
券办共同组织举办文化产业与金融部
门工作对接会，每年为文化企业授信合
同额高达300亿元。

文化企业资产结构有“轻资产”特
性，无形资产多于有形资产。政府担保
公司的引入，为文化企业获得贷款开辟
了新局面。

众森美术是一家民办艺术教育机
构，梦想成为三湘教育第一股。“可是因
为我们是租房办企业，一直得不到银行
贷款。多亏省文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为我们担保，华融湘江银行将在近期
投贷600万元， 解了我们的发展之急。”
公司负责人邓群告诉记者。

除了传统的贷款业务，交通银行湖
南省分行、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财富证
券等金融机构还在不断摸索新的支持
方式，推出新的产品。

“我们试行了担保转投资以及文旅
担保在先、文旅基金跟投在后等新型模
式。童梦文化从最初的亏损状态发展为
年利润近300万元的高科技企业；中惠
旅则在近两年引进投资近3亿元， 实现
了飞跃发展。两家企业均在新三板实现
了挂牌。” 省文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丰立芳告诉记者。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省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的银行贷款余额突破7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