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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黄利飞
通讯员 陈慧）今天，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通
报了2017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至
2017年12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31850亿元，同比增长15.7%；全年新增贷
款4317.7亿元，同比多增100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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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正式突破3
万亿元，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反映出湖南经济发
展的加速度。

2017年全省贷款余额保持了快速增长。
15.7%的增速，快于全国3.6个百分点，增速居全

国第四、中部6省第二，排位实现了前移。
分期限看，全省短期贷款全年新增625.1亿

元， 同比多增672亿元； 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
4211.4亿元，同比多增1233.1亿元，主要是受
棚户区改造以及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新增较多
影响；票据融资全年净下降，与全国趋势保持
一致。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年贷款投向整体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继续改善，调控领域得
到压降。如，至12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30.1%， 快于全部贷款增速14.4个百分点；

大湘西（怀化、湘西、邵阳、张家界）地区全年新
增贷款574.7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13.3%，占
比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存款方面，至1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46729.3亿元，同
比增长11.3%。

6923家金融扶贫服务站
覆盖所有贫困村
惠及249.5万贫困人口，

累计发放贷款180.7亿元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陈淦璋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在今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介
绍，至2017年底，全省建成金融扶贫服务
站6923家，实现贫困村全覆盖。通过金融
扶贫服务站， 基础金融服务覆盖了74.6
万户、249.5万贫困人口， 累计发放贷款
180.7亿元。

我省于2015年启动贫困村金融扶贫
服务站建设工作。3年来， 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商务
厅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在每个贫困村
建设金融扶贫服务站， 并积极推动金融
扶贫服务站、 助农取款服务点和农村电
商服务站“三站”融合共建，为贫困人口
提供信贷撮合、支付结算、信用评级、反
假货币以及农村电商等综合服务。 如今，
服务站成为贫困人口家门口的金融服务
便利店。

在实践金融精准扶贫上，央行自2016
年3月创设扶贫再贷款工具， 为金融机构
加大对贫困地区信贷投放提供低成本资
金支持。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积极争
取，至2017年末全省共建成210个扶贫再
贷款示范点， 全年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
93.6亿元，同比多放26亿元。金融机构借
用扶贫再贷款利率仅为1.75%， 运用扶贫
再贷款发放贷款的利率仅为4.35%， 远低
于同类贷款利率。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陈淦璋
通讯员 陈慧）今天，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首
次披露我省支付资金流量流向情况：2017年全
省支付系统流动的资金总规模为58.18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3900亿元。

人民银行负责建设运行的支付系统， 是金
融机构之间、 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之间进行资
金清算的核心系统。一般而言，支付系统流动的
资金规模越大，反映资金流动越频繁，当地经济
越有活力。

2017年我省支付系统流动的资金中， 跨省
资金流动规模39.54万亿元， 占总流动量的
68%，与上年基本一致。与我省支付资金往来较
大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广东。省内资金流动

规模18.64万亿元，其中，
长沙市支付资金量占到
全省的70%，其他支付业
务量较大的为株洲 、郴
州、衡阳、湘潭等市。

至2017年末， 全省支付系统共有各类参与
机构5891家，较上年增加64家，基本涵盖了全省
银行业金融机构。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黄利飞）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露：至2017年12
月末， 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8.1%，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5.4个百分点，比上
月下降1.4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10个月下滑。

至2017年12月末，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
余额5697亿元，相比年初增加1250亿元。细看
趋势，2017年初长沙楼市销售火爆、 量价齐升，

各市州房价也相继上涨， 一季度全省房贷数据
有所攀升。

随着调控不断加码，楼市受政策影响明显。
研究机构长沙克而瑞发布报告称，2017年长沙六
区一县商品房成交量明显缩水，全年总成交金额
环比降幅达9.2%，总成交面积环比降幅达31.4%。
湖南中原研究中心研判，随着2018年整体新增供
应量上涨，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有望逆转。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陈勇）
室外活动场地绿树掩映， 医疗康复区
功能齐备， 生活服务区整洁温馨……
今天，记者走进荣获“全国最有影响力
的福彩公益金项目” 的长沙市第二社
会福利院， 看到生活在这里的孤残儿
童、失能失智老人和智障人士均得到了
细微有效的照顾。 该院原来位于长沙
县，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开辟新址，
目前能够集中供养800余名特困对象。

这仅仅是我省福利彩票支持社会
建设的一个缩影。 据省民政厅近日统
计，湖南福利彩票从1987年12月发行
以来， 截至2017年底，30年累计销售
620.7亿元，筹集公益金183.2亿元，资
助各类福利公益项目2.7万余个，上缴
国家税收超11亿元。

随着福彩销售量增加， 筹集的公
益金也逐年增加，2014年超过20亿
元，去年到了24.95亿元。根据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 福彩公益金以资助
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

利类和社会公益类四类公益项目为
主，已经资助建成敬老院、福利院、光
荣院、救助站等民政服务机构近8000
个，常年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优
抚对象、城乡孤儿近500万人，惠及教
育助学、红十字、残疾人、文化、扶贫、
法律援助、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
多个领域。进入“十三五”以来，省本级
福彩公益金支持市州项目建设年均超
14亿元。

透过这些数字， 可以看出我省福
彩事业成为了民生改善的建设者、经
济发展的参与者、社会公益的传播者。
全省福彩行业目前直接就业者25000
多人，每年实施数千个公益项目，对就
业和消费的带动力不可小觑； 彩票发
行强劲的技术更新需求， 促使其日益
与印刷、物流、传媒、文化、电子、通讯、
商业等十几个行业深度融合， 越来越
多的人日常文化休闲生活广泛而紧密
地与彩票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在休闲
娱乐当中传承传播公益理念。

贷款余额增速全国第四
2017年全省新增贷款4300多亿元

全省支付系统
资金流动58万亿元
跨省资金流动规模占比近七成，
与京沪粤的支付资金往来最多

全省房贷增速连续10个月下滑
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4个百分点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湖南福彩30年
筹集公益金183.2亿元

陈勇

湖南福利彩票发行30年取得非凡
成绩，可喜可贺。同时，我们应当看到，
经过30年探索发展， 现在的福彩事业
跟初始时相比， 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有
了很大的不同。

当初，政府决定发行福利彩票，旨
在通过有奖募捐募集社会闲散资金，
弥补政府财力投入之不足。 随着我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政府财力状
况大为改善，从宏观上说，如今政府发
行福利彩票募集资金， 仅仅是政府财
力的一个有益补充， 绝不是主要目的
了。同时，彩票业与各行各业融合发展
加速、 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更加
紧密。推动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就要
立足这些新变化，研究新情况，进一步
把握彩票作为“爱心事业”的性质，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彩票从来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
为，它是特殊的公益行为。彩票的第一
个标签是公益，不能把彩票简单地市
场化 ，也不能粗浅地公益化 ，需要在
市场运营中强调和体现其社会责任。

彩票社会责任最重要的部分，是彩票
管理部门 、 彩票经营者必须恪守彩
票游戏规则 ， 一定要从完全机会游
戏中选择 ，且必须慎之又慎 。只有这
样 ，才能使彩票业与赌博划清界限 ，
保持距离。

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购彩者、全社会对“阳光福彩”诉求越
来越高，管理部门要强化规矩意识，在
游戏规则、摇奖中奖过程、福彩公益金
归集使用、 项目投产达效等方面加强
监督 ，利用 “互联网+监督 ”电子政务
平台等先进手段，晒“账单”亮“箱底”，
通过主动公开、全程公开，促进公平公
正，提高影响力和美誉度。

彩票凝聚社会爱心， 是个温馨的
事业，只有把湖南福彩打造成充满爱、
传递爱、奉献爱的响亮公益品牌，才能
更加彰显它的社会价值。 要大力践行
公益理念，开展丰富多彩公益活动；践
行诚信经营理念，弘扬福彩诚信文化，
经营网点不能一味地只追求销量，有
义务引导购彩者健康投注， 教育引导
他们懂得， 购买彩票是参与一项娱乐
休闲项目，不是进行投资理财。

■记者手记 更加彰显福彩公益爱心属性

� � � � 1月17日， 道县审章塘
风电场项目首台风电机组
吊装成功。当天，该风电场
项目24台风电机组进入安
装阶段。道县审章塘风电场
项目是国家“十二五”第五
批风电计划核准建设项目，
总装机容量96兆瓦，年设计
上网电量约2亿千瓦时。

蒋克青 摄

道县首台风电机组
吊装成功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2017年以来， 省委开展两轮巡

视， 完成对50个省直单位的专项巡
视、34个省直单位的巡视整改督查、6
家省属企业的“机动式”巡视，共发现
各类突出问题1200多个，移送问题线
索241件，立案查处省管干部14人、处
级干部27人。黄明、宋伟杰、龙秋云均
倒在巡视利剑之下。

省委两次召开书记专题会听取巡
视情况汇报， 省委领导对巡视发现问
题涉及的具体人和事提出具体处理意
见，着力对巡视发现的问题明确责任、
完善机制、督查督办、严肃问责，确保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据了解， 我省已对第一轮巡视的
30个省直单位进行整改督查，反馈的
1738个具体问题， 已基本整改1442
个，整改率为83%。此外，巡视组还向
省委报送23个专题报告，助力改革发
展，推动标本兼治。

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
“这可是我的治病救命钱啊，没想

到还能到我的手里来， 感谢巡察组的
同志……”

2017年11月7日， 涟源市纪委在
六亩塘镇龙湾新村召开退款现场会，
村民吴美其拿到属于自己的12万元
工伤补偿款时，激动不已。

这救命钱被截留， 就是涟源村级
专项巡察发现的问题。

作为巡视工作向基层的延伸，市
县巡察就是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
基层，解决老百姓反映突出的问题，打
通党内监督的“最后一公里”。湖南认
真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
视工作条例》 和中央关于市县党委建

立巡察制度的意见精
神， 全省14个市州和
122个县市区全部设
立巡察办， 共有巡察
组397个。

在市县巡察工作中， 全省上下创
新工作方式， 充分发挥巡察工作在推
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作用。
各地探索开展了“交叉”巡察、“异地”
巡察，有效破解“熟人困局”；不断加强
巡察干部队伍建设， 让后备干部接受
巡察工作锤炼， 将工作表现作为选拔
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开展专项巡察，
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一年来，全省市县两级分别对335
个、4409个党组织开展巡察， 发现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问题1.7万多个、违反“六项
纪律”问题1.2万多个。根据巡察移交
的问题线索， 各级纪检机关立案查处
县处级干部82人。

■短评
坚定不移

深化政治巡视
沈纪平

巡视巡察 ，是 “探照灯 ”和 “扫描
仪”， 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
“政治体检”。

过去一年， 我省巡视工作取得突
出成效，形成了有效震慑，巡视成果得
到较好运用。 随着市县巡察的不断推
进，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触角延伸至基
层，老百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 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深化政治巡视， 统筹安排常
规巡视，深化专项巡视，强化机动式巡
视， 综合运用巡视成果， 狠抓整改落
实，提升全覆盖质量。要深入开展巡察
工作，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
网， 督促各级党组织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强化党内监督，促进各级领导干部
把好用权 “方向盘 ”，系好廉洁 “安全
带”，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
性、实效性。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2017年，全省国有企业以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为根本，企业

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我省制定了《省属监管企业聚焦主业工
作推进方案》，逐户明确企业的发展定位，规定每户企业只能设
置2至3个主业，对企业的非主业投资进行了摸底，对企业所属酒
店、房地产、金融、投资等10类资产进行了清理。

利剑高悬 震慑常在
针对编制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问题

2017年湖南保监局
开出53张罚单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孟姣燕）据湖南
保监局近日提供的消息，2017年湖南保监局检查
各类保险机构及其他机构88家次。针对查实的违
法违规行为，已实施行政处罚53项，其中处罚机
构21家次，处罚责任人32人次。

全年共对产险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处罚
29项，占处罚总数的54.72%，其中人保财险被处
罚12项；全年共对寿险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处罚
8项，占处罚总数的15.09%；全年共对保险中介
机构实施处罚16项，占处罚总数的30.19%。

从处罚措施种类看，对机构的处罚包括罚款
16家次合计276.5万元，警告并处罚款5家次合计
16万元；对责任人的处罚包括警告并处罚款31人
次合计80.1万元，警告1人次。

查处的主要违法违规问题有：编制虚假的报
告、报表、文件、资料，给予或承诺给予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
或其他利益，未按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
条款和费率，欺骗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隐瞒保险
合同重要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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