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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10月 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周忠应）“挂面大王”
陈克明又有新动作。 克明面业五谷
道场非油炸方便面延津生产基地今
日奠基， 该基地规划占地面积约75
亩， 投资2.4亿元， 预计年处理小麦6
万吨， 创造就业岗位3000个， 将成
为河南新乡食品工业的新名片。

河南延津是我国优质小麦产地，

可生产出高质量面粉。 五谷道场项目
之前， 克明面业就在延津建设了挂
面生产基地、 面粉生产基地、 乌冬
面生产基地， 为当地解决1200人就
业， 年产值5.7亿元。 五谷道场延津
项目建成后， 预计3年后年销售额达
5亿元， 5年后年销售额达10亿元。

今年6月， 克明面业成功收购中
粮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100%股

权， 五谷道场成为克明集团旗下品
牌。 作为北京市战略储备食品指定
单位， 五谷道场拥有先进的非油炸
生产技术， 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较高。

根据公司五年战略构想，克明面
业将实施多维竞争计划， 将挂面、方
便面、鲜湿面、乌冬面市场融为一体，
打造一盘综合性的“面食”棋局。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华声在
线记者 卿立君 通讯员 郑龙腾 陈坤 ）

“2017湖南电商扶贫活动暨电商扶
贫特产专区活动”， 将于11月1日在
张家界市启动，随后将在其他市州陆
续举行，活动主办方今天发布了这一
消息。 届时，国内电商企业将云集张
家界市， 助力当地加快推进电商扶
贫，“淘”出一条精准脱贫致富路。

该活动由省商务厅、 省扶贫办、
湖南日报社联合主办， 张家界市永
定区、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湖南苏宁云商、 京东湖南馆、 湖南
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等将和永定区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有效解决当
地农产品难卖问题。

据了解， 去年4月， 省商务厅与
省扶贫办联合出台了 《关于引导和
促进电商扶贫的实施意见》， 在全省
51个贫困县全面开展推进“电商扶
贫” 专项行动， 到2020年所有贫困
县基本达到电子商务普及应用， 所
有贫困村设立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和农
村电商体系。 按照电商扶贫的总体
思路， 永定区依托“永定区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 加快农村电子商
务综合服务平台与物流配送体系建
设， 构筑“县—乡—村” 三级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推动永定区农
业朝特色、 绿色环保型现代化农业
发展。

“淘”出精准脱贫致富路
2017湖南电商扶贫活动11月举行

克明面业五谷道场生产基地奠基
预计年处理小麦6万吨，可创造就业岗位3000个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今天发布三季度全省金融运行情
况称：全省存款增速总体平稳，且显
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贷款增速持续
回升，贷款投向结构不断优化，尤其
是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多增。

截至9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46989.2亿元，同比增
长14%，快于全国4.6个百分点，增速

跃居全国第一。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调查统计处副处长曾宪冬称，在全
国存款增速普遍下行的大背景下，三
季度湖南的地方政府债发行金额显
著提升， 由此带动派生存款增长较
快； 同时各机构加大存款营销力度，
大力吸收境内特殊目的载体的存款，
导致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大
幅多增。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的全省
广义政府存款新增959.3亿元，同比多

增115.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新增543.2亿元，同比多增772亿元。

贷款方面。 至9月末，全省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385.4
亿元，同比增长16.1%，快于全国3.6
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回升。 其中，
前三季度全省短期贷款新增570亿
元，同比多增550.7亿元，增速已连
续8个月回升； 中长期贷款新增
3840.3亿元，同比多增1505.7亿元，

主要是今年以来棚户区改造以及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新增较多； 而各机
构为腾出信贷规模支持实体经济，
票据融资锐减， 前三季度全省票据
融资净下降 587亿元， 同比少增
1049.8亿元。

随着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全省资
金“脱实向虚”有所改善。如前三季度
全省工业贷款新增191.9亿元， 同比
多增131.9亿元，增速明显回升。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通讯员
何昌笠 罗扬帆 记者 周月桂） 据海
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湖南省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370.9亿元，
同比增长45.8%，其中，对俄罗斯、科
威特、乌克兰、匈牙利等9个沿线国家
出口同比增长一倍多。 海关分析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对进
出口整体向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自今年1月份起，我省对“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单月进出口同比连
续9个月保持增长，1月至9月， 进出
口370.9亿元，同比增长45.8%；出口
298.4亿元，增长45.05%；进口72.5
亿元，增长48.8%。其中，对东盟进出
口167.1亿元，占近五成；对俄罗斯
进出口31.3亿元，增长1.2倍。

海关分析，湖南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性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的需求强烈。 随着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经贸合作不断
取得进展，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潜在
增长点逐渐显现。“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也
在不断提升，特别是铁路和航空运输
发展迅速，有力推动贸易增长。其中，
湘欧快线已发展覆盖了沿线国家13
个主要城市， 前三季度进出口货物

10.7万吨，增长2倍，进出口总额35.8
亿元，增长1.3倍。

海关建议， 积极对接广交会等
会展平台，充分挖掘潜在贸易伙伴，
展示湘企特色， 进一步拓展贸易渠
道；继续加强铁路、航空等物流设施
建设， 加强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
交流合作，实现“海陆空”多种运输
方式平衡发展， 提升与沿线国家的
物流、通关便利化程度。

湖南前三季度存贷款“双升”
至9月末，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4%，快于全国4.6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一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快于全国3.6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回升

前三季度我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大增

1月至9月进出口370.9亿元，同比增长45.8%

� � � � 湖南日报 10月 2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据省农信联社今天发布的
消息，截至9月末，全省农信社系统存
款总量达8612.96亿元， 比年初增加
1113.61亿元，存款总量、增量继续稳
居全省金融机构之首。

前三季度，全省农信社加大客户
营销和维护力度，扎实开展“访客户、
问需求、优服务”活动，客户数量有效
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 截至9月末，
全省农信社系统贷款总量达4591.82

亿元，比年初增加620.07亿元，贷款
总量、 增量均居全省金融机构第一。
其中， 涉农贷款余额3728.6亿元，比
年初增加327.97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 2158.22亿元 ， 比年 初 增 加
319.27亿元 ； 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123.74亿元，比年初增加29.84亿元。

新业务快速推进。手机银行开户
达473.63万户， 比年初增加74.8万
户；电子银行替代率达67.81%；社保
IC卡发放总量达2591.4万张。

前三季度省农信社存款
增加1100多亿元
至9月末，全系统存款总量达8612.9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