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周双要闻04

!"#$%&'()*+,$%-./01234
56)*+,789:-;<=" !"#$ > % ? #% @ABC
DEFGH2IJKLMNIO9PQRSTUV)*W,
XYZ:[\]B^_`ab2c(de)*f$Fgh
ijkl:[mnB^9op;<`qrb2)*W,s
tuvw9ghijx\yDEF\]z{mnh|}
mnB^kl:[mnB^9op;<` ~��r^"�
;<���Js��X !&#$ > % ? #% @��� s�;
<9mnB^�� !&#$ � % ? #% @����C �T�
���j��op;<`��j���B;<`�;DE
F&)*W,�P9�<��` x�bDEF9<�`�
yDEF ¡&tuP�<ij`s�yDEFK)*W
,�P&tuP�<ij` ����;<¢£9¤¥¦�
£§x¨©LMNIOª«£9DEF¬n®R¯yDE
F/U9°±²³2T´Cµ¶Ry�·¸9a¹�º�»
¼K½¾9¿ÀÁÂ`Ãy)*+,ÄÅC

!"#!ÆÇÈ !"$%!#$&'%#'$(!#
&'()*+,-.
!"#$ / % 0 #! 1

2345

张世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
项任务，并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列在首
位。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感受到不论是对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战略定位，还是为推进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活血化瘀”的各项举措，均贯
穿了“精准”这一核心理念，切中了这些
年我国金融改革发展迫切需要回答的
重点问题，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思维和科学方法论。 结合湖南实际，
也切实感到只有抓紧“精准”这个“牛鼻
子”， 才能引导金融活水更好地浇灌实
体经济。

突出精准定位：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
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
从世界金融发展历程看，没有实体经济
的根深蒂固， 就没有金融的枝繁叶茂；
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改进和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效率的历史。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很大程
度上就是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的恶果。事
实证明，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金
融也只有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服务，才
能行稳致远。

这些年， 在省委、 省政府正确领导
下，我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稳妥推
进金融创新，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改善金
融生态环境， 金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 全省初步构建了涵盖银
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等多业
态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金融产品、融资
方式日趋多元。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上
市公司数量达109家，居中部前列；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58万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超过3万亿元，其中涉农贷
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8757亿元； 上半年全省实现直接融资
1304.62亿元。

毋庸讳言，与全国一样，我省在一定
程度上也存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资
金“脱实向虚”的苗头。一是融资质效有
待提升。相对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需求，我
省融资规模总量不足， 资金使用效率趋
低，金融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减弱。二是资
源错配有待优化。 金融资源过度向房地
产、 基础设施建设、 国有企业等领域集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较显著。
三是金融空转有所加剧。 部分金融机构
热衷利用不同业态监管“漏洞”，进行监
管套利，企业融资成本高企，有些实体企
业也热衷参与资本市场投机， 未将资金
投入生产经营， 部分过剩产能、“僵尸企

业”还沉淀了大量金融资源。四是风险隐
患有所凸显。 社会上有些机构打着互联
网金融的“幌子”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各
类非法集资仍呈高发态势。

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有思想
认识上的偏差， 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影
响等等。但是根本一条，还是金融偏离了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一方面，在经济下
行周期，实体行业利润缩减，投资回报率
低，资金吸附力下降；另一方面，基于流
动性相对充裕， 在高收益、 高回报这根
“指挥棒”下，部分金融机构热衷在同业、
资管领域腾挪“挣快钱”，搞自我循环，不
愿深耕实体经济夯实发展根基。 如何破
解这些难题， 关键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 把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突出精准发力：
找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更多金融
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
体经济多样化金融需求；要更加注重供
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
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加强对小微企
业、“三农” 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
进金融精准扶贫， 鼓励发展绿色金融。
这些要求指出了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精
准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发力点。金
融只有紧贴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发展
短板， 才能真正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当前，重点要围绕“四个方面”精准
发力。

围绕顶层设计实施发力。 中央强调
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重大改革
举措、重大工程的金融服务。从我省看，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重大战略，最近省委制定了《关
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若
干意见》，这是指导未来我省发展的顶层
设计。从战略实施看，不论抓创新还是抓
开放， 都离不开金融服务。 正如有人形
容，美国科技核心竞争力是“华尔街＋硅
谷”，推进创新引领，必须发挥金融力量，
针对重大科技工程项目攻关、 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加快新兴优势产业链建
设等，引导金融资源不断聚集创新领域。
要围绕开放崛起，大力为“走出去”和“引
进来”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发力。聚焦“四大
体系”、“五大基地” 建设等重大部署，引
导各类金融资源向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
重点产业、重点工程等重大项目集聚。针
对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军民
融合重点基地建设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银政企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及时
了解掌握重点项目总体规划和资金需

求；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拓展多元化融资
渠道，强化融资保障。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发力。中央要求，
金融要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 新旧动能
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
持。 我省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 要着眼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有保有压，疏堵
并举的金融政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针
对我省“三去一降一补”，发挥资本市场
并购重组功能， 淘汰落后产能、“僵尸企
业”；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 降低杠杆率； 创新信贷产
品，支持房地产去库存。同时，坚决防止
金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行业集中， 向政
府融资平台、 大型国有企业扎堆以及向
产能过剩行业沉淀。

围绕发展薄弱环节发力。 小微企
业、“三农”和扶贫攻坚工作是我省经济
发展的“短板”，也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
节。小微企业是金融发展的“蓝海”，千
方百计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探索小微企业融资新模式。我省是
农业大省， 着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农村产业、企业和市场主体等提
供便捷金融服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提升贫困地区群众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积极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围绕基础设施
建设、特色产业发展、贫困群众创业就
业，推广更多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的
扶贫金融服务。

突出精准施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
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具体要求是：
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
融资功能完备、基层制度扎实、市场监
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改善间接融
资结构， 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
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
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
能； 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
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
体经济融资成本。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些指示要求，总的一条就是金融各业
态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做精专业，防
止金融各业态的异化和迷失。 从我省
看，落实这些要求，核心要坚持问题导
向，抓管用举措，推进金融业发展的包
容性、多样性，调节好金融之水的“流
量”“流向”和“流速”，提高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

着力扩大融资规模。 这次会议明确
表示， 将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
性稳定。 我们将加强国家宏观货币政策
预研预判，千方百计扩大总量规模。充分

发挥信贷主渠道作用， 大力推进与各大
银行战略合作，着眼国家信贷扶持政策，
争取单列低成本融资额度； 做好信贷项
目储备，举办形式多样的银政企洽谈会。
积极发挥债务融资工具功能， 鼓励企业
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融资或
境外发债融资， 保持非信贷融资份额持
续扩大。做好保险资金项目储备，推动保
险资金通过资管计划等方式投资湖南。

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央强调，要增
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积极有
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
省要把握机遇， 大力推进省内更多优质
企业上市融资或赴“新三板”、区域性股
权市场挂牌融资， 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再
融资或并购；加快基金小镇建设，促进各
类创业投资、 天使投资及产业基金集聚
发展， 激活社会资本积极支持科技创新
发展。

积极完善金融体系。中央提出，要优
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
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从我省看，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体系尚不健全，财务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数量均少于临近的
湖北。 加快申请设立地方法人财产保险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增加财务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大力
推进农商行发展，实现村镇银行全覆盖；
加快湖南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创新发
展；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加快组建省
融资担保集团， 增强市州及县市区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实力。

稳妥推进金融改革。 按照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着眼强实抑虚的要求， 深化金
融改革，提高涉农、小微企业、民生等薄
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鼓励发展金
融科技，通过科技创新降低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成本， 提高金融服务便捷性；探
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融资有效模式，
鼓励长株潭城市群和有实力的银行申
请投贷联动试点。 着眼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改革建设，探索发展绿色金
融服务体系。 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
探索小额扶贫贷款长效机制；针对贫困
地区特色产业等，探索建立保险精准扶
贫长效机制。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加强财政、产
业、税收、监管与金融政策协调互动，促
进总体融资成本下降。 强化金融监管，
突出审慎监管、穿透监管，防止金融机
构通过层层嵌套、拉长融资链条提高企
业融资成本；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让市场主体的信用“看得见、有价值、可
变现”。着力加强金融市场乱象治理，切
实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止非法集
资等不法行为扰乱金融市场，抬高资金
价格。

（作者系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学习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
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并明确当前
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如何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好金融工
作三大任务在湖南的落地落实？根据省委领导指示，从今天
起，本报连续推出省政府金融办 、省发改委 、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主要负责人的署名文章，敬请关注。

坚持精准发力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专家为临武
龙文化发展献计献策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蒋晓斌
龙潮辉）“此石龙天然形成，形象逼真，在山水自然龙中具有
独特性和唯一性，可作为龙文化观摩、研究、传播的重要资
源，向海内外推介。”8月12日，在中国（临武）首届龙文化研
讨会上，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 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庞进，对临武石门发现的
石龙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8月11日，2017年郴州（秋季）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暨临
武县紫薇花节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27位资深龙文化研究
专家学者齐聚临武，共同探讨临武龙文化，为该县龙文化的
保护传承发展献计献策。据了解，380年前，徐霞客在临武石
门龙宫发现石龙， 与传说中的龙的形象极为相似， 予以描
述。更为奇特的是：岩洞天然就像龙宫，龙宫中有龙潭，龙潭
中有一条活灵活现的13米长的石龙，石龙颔下有宝珠（恰似
二龙抢珠），宝珠旁边有珠盘，洞口有龙气溢出，即为临武古
八景之一的“龙洞烟云”。

27位专家学者赴石门村龙宫实地考察发现， 龙宫和石
龙与当年徐霞客描述一致。石门龙宫天然形成，石龙鳞甲分
明，栩栩如生，弯曲潜水，活灵活现。专家学者纷纷叹为观
止。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纷纷认为临武石门龙宫
的发现十分有价值；应进一步加大宣传，结合旅游产业，做
好规划予以保护和开发。

全国首届
李元度学术研讨会举行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姜蔚）8月
12日，全国首届李元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8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李元度生平事迹研究”“文学创作成就
及文学思想研究”等7项议题进行探讨。

李元度（1821年~1887年），平江县人，清朝大臣，学者。
一生著述30多种1500多卷，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
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
南通志》。光绪十三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
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立足本土，充分发掘近代文化名人
李元度其人其文的当代价值； 期望通过推动与深化地域文
化研究，合力打造新的文化品牌，助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称， 李元度先生充分而饱满地演绎了平
江智慧， 希望各位大家能去实地领略平江的风土人情和山
水风光。

�荨荨（紧接1版） 置身其间，村民黄柏林心
里乐开了花：“原来在外打工11年， 家人
都不能照顾。现在家门口打工，既能照顾
家小，每天还有100多元的收入。”

记者攀上“天池”眺望，5000亩果园
镶嵌于碧野之上， 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大
寨的梯田来。“有了产业， 我们就再也不

怕穷了。”陈武兴说，“我们把外出务工的
乡亲们都叫回来了。”

扶贫工作队给贫困户舒猛秋带来了
曙光。夫妻俩患病不能干重活，患糖尿病
的母亲还需胰岛素等药物维持，2个小孩
还在读书，家里债台高筑。岳阳市委书记
胡忠雄选定舒猛秋结上了帮扶“对子”，

给他介绍了果园培肥的工作。“我收集村
里的牲畜粪，公司提供技术和配料，我做
好再送去，一吨能卖500元。”

46岁的易督安没有自己的房子， 只能
借住在亲戚家。三里村像他这样的无房户或
危房户还有40多户。 扶贫工作队又啃起了
建设村内集中安置点这块“硬骨头”。5月份，

陈武兴通知易督安，已为他申请了安置点上
的新房， 缴5000元年底就能拿到房产证。易
督安对记者说：“终于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新变化可不止这些呢。”陈武兴如
数家珍地介绍说， 村便民服务中心已竣
工了，孩子们有了新校舍，井水也很快会
换成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