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纪宁

近年来，我省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取得了
一定成效 ，但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地 ，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落实不力。

其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贯彻中央和省委
指示 ，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程序 ，另一
方面却打着程序合法的旗号将审批事项变
得更加复杂；一方面要求加大对高新科技的

融资 、对创新创业的融资 ，另一方面又对中小
企业融资设置更多更高的门槛；一方面减少公
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却强制企业加入民间
组织，将一些协商性、资源性收费变成必备性、
必须性缴费 ，迫使企业 “自愿 ”缴费 ；一方面花
大力气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却将引进的企业当
“唐僧肉”，违规执法，乱收乱罚；一方面要求坚
决查处和打击破坏发展环境行为，另一方面却
捡软柿子捏 ，对有背景 、有势力的该曝光的不

敢曝光，该处理的不敢处理。如此种种，使我省
发展环境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 让优秀人才、
好的科研项目、好的企业对湖南的投资创业环
境心存顾虑。

要将湖南打造成创新开放的乐土 ， 我们
必须下大力气优化发展环境 ，将有关制度 、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 ，而不是将制度挂在墙上 、嘴
上。

（作者系省社科联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

聂耀文

7月17日，深圳市公布实施《深圳市积分
入户办法（试行）》，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在鹏城
稳定就业和居住的非户籍外来工开辟了一条
入户渠道，其最大亮点是“无学历要求”。

昔日高不可及的入籍门槛被搬走了，对
千千万万深圳外来务工人员来说， 这是一份
最实惠最珍贵的奖励。

在创新创业时代，“学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呢？深圳作出了明确回答：要“能力”不唯“学历”。这是
对人才评价标准的大胆创新， 具有重大价值导向作
用，有利于引导深圳外来工为“能力”而努力。

深圳是中国创新的一面旗帜，这种“敢为天
下先”的创新精神将引导深圳在“第二次创业”
中走得更好。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办事处上油松
村展华实验学校教师）

深圳户籍新政，
激发创新创业热情

优化环境，培育创新开放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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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科技创新， 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去满
足无限的科技想象， 使财政科技投入少些虚
火和浪费，财政应做好“加减乘除”。

做好“加法”———加什么？资金统筹加人
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湖南要吸引高科技
人才， 就要拿出不输北上广深的人才吸引政
策， 用良好的创业生态和待遇来吸引全国乃
至全球的高端科技人才。

做好“减法”———减什么？资金管理减壁
垒。在资金管理上，用大量的经费检查来换取
程序上的健全， 最终将严重挫伤科研工作者

的积极性， 压制社会的创新活力。 只有破除壁
垒，才能走出新的路子。

做好“乘法”———资金使用乘金融。以科创
基金的方式，引导有实力的、专业的社会资本，
大规模进入到一些已经论证市场前景、 运行已
经相对成熟、具备上市可能的省内科创企业，加
快他们的发展进程， 做出湖南财政引导金融资
本支持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亮点。

做好“除法”———除什么？资金配置除权力。梳理
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有关科创企业和
管理机构的项目选择以及项目的具体实施， 我们不
需要干预太多，反倒应该从服务的角度当好“乙方”。

（作者系省财政厅教科文处主任科员）

服务科技创新，
财政要做好“加减乘除”

李志明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到底 》开播以来 ，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
强烈共鸣，各方好评如潮。

“将遇良才效率快 ，改政移风反腐
败，革新图强小康迈，进贤用能降人才，
行进一带一路来， 到处发展跨时代，底
气十足中国爱！”“刻画了习近平总书记
经济改革发展思想所展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光芒，生动
讲述了中国经济在深刻的结构之变中
正如何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 。”“《将改
革进行到底 》 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冲锋
号 ，重点指明了工作的大方向 ，也知道
了近期工作的总目标 。” 网友的留言 、
专家的解读 、同事的感想 ，从一个侧面
说明这部专题片影响力之大、影响度之
强、影响面之广。

《将改革进行到底》，仅仅刚播出四
集就受到“追捧”和点赞，其走红原因值
得深思 。当然 ，充分的准备 、精良的制
作 、浩大的宣传 、成熟的技术等因素必

不可少 ，但笔者认为 ，这部专题片是迄
今为止 ， 首次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权
威、全景报道，再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
体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开启
并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非凡历程， 其感染力自然震撼人心、催
人奋进。

将改革进行到底 ，是回答 “时代之
问” 的唯一选项： 经济结构不合理，区
域、 城乡发展失衡；7000万人口渴望脱
贫 ，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 ；部分行业产
能过剩，资源环境的承载已近极限……
世界那么大 ，问题那么多 ，需要中国力
量和中国行动，需要全面改革和深化改
革 。事实证明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是
成功的 、科学的 、有效的 ，这也恰恰说
明，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将改革进行到底 ， 这顺乎时代大
势， 契合党心民意；《将改革进行到底》
的走红，凝聚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期待
和支持 ；将改革进行到底 ，将开放进行
下去，梦想必然实现，伟业必定达成。

杨玉龙

火爆于北京、上海、成都的共享睡眠
舱先后“休眠”，又让“共享经济”成为公
众话题。从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再到
共享篮球、共享旅游乃至共享睡眠舱，共
享经济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地涌来，不
断 “刷新 ”着公众对 “共享+”可能的认
知：除了手里的牙刷，还有什么是不能共
享的？

的确， 互联网让共享经济 “脑洞大
开”、风起云涌。但眼下的少数共享新业
态，越来越有些“蹭概念”的味道。

以共享睡眠舱为例，虽然其在“胶囊
旅馆”的基础上，加入了WiFi、扫码支付、
充电等功能，但无论是舒适度、安全性等
方面， 都遭各方不断吐槽。 这也说明了
“共享睡眠舱”的运营者在前期的开发和
管理中，存在经验不足、考虑不周，对一

些隐患认识和处理不到位的问题。
再以共享旅游为例。 到外地旅游，

通过手机下单 ，找个当地人陪玩 ，这与
“网约导游”性质差不多。不仅如此，“共
享旅游”对供需双方的权与责没有明确
界定 ，更有可能成为滋生乱象的 “导火
索 ”。试想 ，人人都可以当向导 ，谁还会
费劲去考取导游资格证？“共享旅游”如
果只是炒作概念 ，打擦边球 ，含金量就
会大大减少。

共享单车 、共享雨伞 、共享充电宝
等 ，都是创新的结果 ，但同时 “共享 ”本
身也需要创新。伴随着消费者对产品功
能 、性能的体验程度加深 ，对产品的情
感 、美感 、价值等都有了不同兴趣和判
断 ，也要警惕有人打着 “共享 ”的幌子 ，
哗众取宠、浪费资源。唯有真正的、不掺
水分的创新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挖掘
一片蓝海。

《将改革进行到底》何以“走红”

警惕“共享泛滥” 致力“共享创新”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杨泽华 ） 贷款余额首度突
破3万亿元！今天，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权威发布金融运行数据称：至6月
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达到30364.3亿元，同比增长13.7%，
增速高出全国1.1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
省新增贷款2832亿元，同比多增356.6
亿元。

分期限看， 短期贷款增速连续回
升。至6月末，全省短期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1.1%， 增速已连续5个月持续回
升，这反映出企业经营活力有所增强，
经济有企稳回升态势。

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至6月末，
全省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1.7%，
快于全部贷款增速8个百分点。上半年
新增2994.1亿元， 同比多增1065.6亿

元。
票据融资同比少增。 上半年全省

票据融资净下降483.2亿元，同比少增
851亿元， 这与全国趋势保持一致。据
了解，导致票据规模大幅缩减的原因，
除了监管层今年以来力推“去杠杆”之
外， 还有银行从风险与收益的角度考
虑，相应地缩小了票据规模。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全省贷款余额2010年2月突破
1万亿元，2014年8月突破2万亿元，今
年6月突破3万亿元。“从1万亿元到2万
亿元历时55个月， 从2万亿元到3万亿
元只用了34个月， 这与湖南经济近些
年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

存款方面，至6月末，全省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5813.6亿元，
同比增长12.1%。

湖南贷款余额跨越3万亿大关
上半年全省新增贷款2832亿元，同比多增356.6亿元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布， 今年上半
年， 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691起，处理1068人，给予党政纪处
分735人。

今年以来，湖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
效运用“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以深化专项整治为抓手，驰而不息纠“四

风”，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层层落实。从
公布的数字看， 在全省被查处的691起问
题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的有206起，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有143起， 违规配备
使用公务用车的有116起， 大办婚丧喜庆
的有114起，分列查处问题数前四位。而公
款出国境旅游和楼堂馆所违规问题，同列
查处问题数最末位，分别为3起。

上半年湖南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91起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欧阳静子 ）上半年，湘港贸
易逆市大增。 今天， 长沙海关发布数
据： 上半年我省对香港进出口176.9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4%。

统计显示， 我省出口香港产品以
机电产品、 农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
产品为主， 仅机电产品上半年就出口
110.9亿元，占同期全省对港出口额的
六成以上。

龙头企业拉动有力， 上半年全省

对港出口企业前5位的出口值合计达
82.5亿元， 占同期我省对港出口额的
五成以上。

长沙海关表示， 湘港贸易逆市大
增得益于“港洽周” 等互动活动的开
展，贸易、工业、建筑、金融、农业、人力
资源、 旅游等专题推介会促使两地合
作成果不断扩大。 但目前我省对港出
口产品产业链较短、附加值低、可替代
性较强，容易受到市场环境冲击，出口
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湘港贸易逆市大增
上半年我省对香港进出口同比增长92.4%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一切都像在梦中。 将自产的鸡蛋交给合作
社后， 沅陵县凉水井镇王家岭村蛋鸡养殖户李
吉红又有了一笔收入。 看着现在衣食无忧的生
活，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因为两年前，他家还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今天能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全靠合作社
资金互助帮了大忙。”7月14日， 李吉红在合作
社边整理箩筐边对记者说，前两年蛋价低，欠下
合作社2万多元饲料钱。他和妻子正准备外出打
工还债时， 王家岭村蛋鸡养殖合作社理事长王
铁刚找到他，承诺只要对养蛋鸡不死心，合作社
愿意再帮一把，支持他们3万元互助金。

“以前养鸡，合作社仅负责鸡苗供应，搞一
下防疫，提供饲料，做的大多是生产上的事。如
今不一样，合作社提供产销全程服务，还搞资金
互助、信用协作，防范市场风险。两年时间，我还
清本息，还有盈余。”李吉红开心地说。

“鸡舍建设、小鸡孵化、上门防疫、饲料提
供、市场销售、技术培训、资金互助、信用评审、
代管钱账、 规模控制等， 合作社提供一条龙服
务，农民只管养鸡。”王铁刚掰着指头告诉记者，
合作社改变了以往简单的发展模式， 在产业发
展上“包打包唱”，资金互助上“锦上添花”。

沅陵县金融改革办主任周德怡介绍， 为破
解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资金周转难，助力金融
精准脱贫，2014年， 县金融改革办利用该县被
列入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县的契机， 支持王家岭
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农民创业资金互助
部，采取金融机构贷款、社员自筹等方式，筹集
股金400万元，以“互助资金直贷+贷款担保互
助+保险”形式，让金融活水流进农家门。

“小小鸡蛋大市场，资金互助来帮忙；信用
合作讲诚信，致富一方老百姓。”合作社社员李

忠和念了流传在当地的一段歌词后说， 社员们
将这种以草根组织形式存在的资金互助部，形
象地称为办在村民家中的“银行”。

李忠和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户。 他说，以
前家里穷，想干啥没有本钱，贷款没有门路，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两年前，合作社吸纳他为会
员，为他提供7万元互助金，帮他建起了蛋鸡养
殖场， 现存栏蛋鸡5800羽， 年收入达到10万
元。

据了解， 王家岭蛋鸡养殖合作社已累计投
放互助金300余万元，并通过产业资金平台，帮
助贫困社员30户94人增收脱贫。合作社分类帮
扶，实施了吸纳社员、资金互助、资本参股、就业
带动和资产承租帮扶等5种方式。

走进王家岭村王家岭组蛋鸡养殖场，记者
看到一些人正在给鸡蛋打包装箱。望着一箱箱
鸡蛋装车外运，王铁刚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合
作社有社员300多人，建有现代化鸡苗育种场4
处，蛋鸡养殖场126个，笼养蛋鸡110万羽，年收
入5000多万元。”

“依靠创新发展扶贫产业，加大金融精准
扶贫力度。”谈起今后的扶贫，作为王家岭村党
支部书记的王铁刚说，该村又有大动作，将整
合专项扶贫资金、村自筹资金250万元，建5万
羽自动化蛋鸡养殖场，争取今年底竣工投入使
用。养殖场建成后，租给王家岭蛋鸡养殖专业
合作社，村里贫困户按利润的65%分红。明年，
可使75户229人实现稳定脱贫。

———走三湘 看扶贫 “银行”办在村民家

� � � � 7月11日， 沅陵县凉水井镇王家岭养鸡专业合作社养殖场， 工作人员史官平在给蛋鸡投放饲
料。该村的贫困户史官树、史八秀也在这里上班，每个月可拿到1700元的工资。 李夏涛 摄

“创新开放大家谈”
征稿启事

新的时代，必定以创新和开放为坐标。
中共湖南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 坚持
以开放的视野谋创新、 以创新的思路抓开
放，着力推进全面创新、全面开放。

“敢为人先，忧乐天下”，湖南素有创新
的传统，又是一片具有开放情怀的热土。“创
新、开放”，理应成为湘人永不变异的基因。

然而，放眼全国，对标先进，湖南真的
达到了应有的创新高度吗？ 做足了开放的
文章吗？ 面对浩浩荡荡的创新开放大潮，我
们如何迎接她？如何拥抱她？如何不停留在
嘴上而落实到行动上？ 我们在创新开放方
面有什么短板？ 有什么潜力？ 突破口何在？
发力点有哪些？这些，都需要我们好好思考，
需要来一次思想观念上的大讨论、大洗礼、
大革新。

从即日起， 本报开辟 “创新开放大家
谈”专栏，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建言献策，共绘
湖南创新开放发展新蓝图。 您可以直抒胸
臆，也可以旁征博引，可以引介经验，也可以
直陈问题，要言不烦，力求“干货”。每篇不超
过500字。 请标注姓名、单位、职业，我们的
专属邮箱hnrbxwplb@163.com，期待您
的真知灼见。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23
时30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
划，共有1419个。7月21日8时至18时，为考生上
网填报征集志愿的时间，符合条件的考生，请把
握好上一本的最后机会。

文史类，共有征集志愿计划493个，主要集
中在在湘高校，如南华大学有281个、湖南中医

药大学有35个，湖南农业大学有9个，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有5个。此外，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
教育实验班有102个。

理工类，共有征集志愿计划926个，其中，
湖南农业大学有140个， 湖南中医药大学有66
个，湖南科技大学有13个，南华大学有9个，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有7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
教育实验班有106个。此外，哈尔滨工程大学有

15个， 要求高考总分（含全国优惠加分） 达到
590分及以上。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按照政策规定，
外省农林、航海、地矿等本科院校和在湘高校若
线上生源不足， 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征集志愿从
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 降分幅度控制在本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20分之内。 按征集志愿
（含服从志愿）第一次投档后有效生源仍然不足
的院校（含征集志愿投档线高于批次录取控制
线的院校），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内（含政
策规定的降分），继续按征集志愿的直接志愿从
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 不再按征集志愿公布的
投档线控制投档。

高考招生关注

本科一批尚有1419个缺额
今日填报征集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