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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吴辉云 周文忠） 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该行主动契合省委、省政府的交
通发展战略， 加大对关键领域的信贷支持力
度，将在建铁路项目作为信贷投放重点。截至
8月末， 该行对我省铁路项目授信总额度达
356亿元，累计投放信贷资金156亿元，贷款
余额146亿元。

建行湖南省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
的传统优势， 支持了武广高铁湖南段、沪
昆高铁湖南段、长株潭城际铁路、石长铁

路等铁路项目建设。今年以来，该行克服
信贷资源十分紧张的困难，积极向建行总
行申请信贷规模，对在建的蒙华铁路湖南
段、黔张常铁路和怀邵衡铁路等项目累计
投放信贷资金27.22亿元， 确保其资金需
求。位于我省西部的张吉怀铁路，是促进
沿线旅游资源开发、落实武陵山区精准扶
贫战略的重点工程。建行湖南省分行以此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最终得
到建行总行支持，并于今年批复该项目授
信额度50亿元，为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建行湖南省分行近些年对铁路项目投放的

信贷资金实行利率优惠政策， 有效降低铁路建
设成本。

建行湖南省分行负责人表示， 积极贯彻省
委、 省政府要求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
的决策部署， 该行下阶段将继续全力支持我省
铁路项目建设，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积极介
入渝长厦长赣段、 呼南通道襄常段等铁路项目
前期工作， 为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波）今天8时，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的车票开售， 湖南首对开往香港西九龙站
的高铁列车同步售票。 记者从长沙客运段
了解到，我省已优选出65名乘务员，将值乘
长沙南始发香港的往返高铁列车。

今日8时起， 旅客可从12306官网、移
动客户端、车站窗口等售票渠道购买23日
当天及以后的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车票。
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即，
旅客今天起可最远购买10月9日往香港的
列车车票。人工窗口、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
28天。

长沙南至香港西九龙各等级座位车票

票价今日全部出炉。商务座1640元，一等
座848元，二等座529元。截至10日18时，国
庆长假期间湘港两地间的高铁车票充足。

据长沙客运段介绍， 为做好广深港高
铁跨境列车的乘务服务， 已从长沙客运段
动车组乘务员中优选出了65名乘务员，将
从23日起值乘长沙南始发香港的往返高
铁列车G6113/G6114。

记者了解到，这65名乘务员除了会流
利的普通话， 还具备基础的英语和粤语沟
通能力，并掌握简单手语。乘务员已从6日
起接受为期9天的岗前培训，他们将完成高
铁行车组织、香港段站场设备设施、跨境列
车服务等业务培训，于23日正式亮相。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9月7日，“2018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在长沙举办，88家湖南
上市公司通过网上互动平台， 与投资者进行
在线交流。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你问我答”，来自全国
多个省、 市的投资者， 共向上市公司提出
3245个问题，公司答复2734个问题，平均答
复率为82.45%。湖南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良
好互动得以充分实现。

200多位上市公司高管现场
“答问”

9月7日下午14时50分， 股市还未收市，
华天大酒店千余平方米的湖南厅内， 座无虚
席。

百余家湖南上市公司中，有88家公司的
高管人员，逐排落座。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财务
总监是主要参会代表，多数公司来了2至4个
高管，最多的来了6个；会场的高管人员总数
达200人以上。”活动主办方全景网区域负责
人周卓告诉记者。

宏达电子去年上市， 今年第一次参加辖
区内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公司董秘曾琛
称，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高管到场，湖南上市公
司对投资者关系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 任何应披露的
信息都应及时、如实披露，而且要接受公众和
监管部门等各界的监督。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平日里，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渠道随时
保持畅通，公布了电话、邮箱，也会有网上交
流；但这样的集体接待，公司多个高管同时在
线，且实时回复投资者提问，沟通的效率和质
量会更高。”宏达电子董秘曾琛说。

投资者关心股价、业绩，公司
借机提振信心或“自夸”

14时50分至17时整，两个多小时的网上
交流中，投资者提问3245个，上市公司回答
2734个，平均答复率达到82.45%。

记者翻看交流直播记录发现， 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事无巨细”。

大到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等；小到公司目
前的持股人数、财务报表中的某一数据。公司
的股价涨跌、业绩变化，被问得最多。

公司在回答问题时，还会“借机”向投资
者介绍公司的理念、规划，以提升公司形象或
提振股民信心。

如投资者提问股价和业绩都受“猪周
期” 影响较大的新五丰：“对目前二级市场
股价如何看待？ 能否反映贵公司的现有价
值？”

新五丰董秘罗雁飞答：“二级市场的价
格受国家宏观经济、 行业情况以及公司经
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我们对公司的发展
充满信心， 公司将为持续巩固湖南省区域
养殖龙头地位积极作为， 多举措扩大现有
养殖规模，力争今年出栏实现突破，并全方
位降本增效，提升公司业绩，为广大投资者
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联重科被问到是否有回购或增持计划
时，公司回答“会考虑您的建议”，同时告诉投
资者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 将在多方面努
力， 使公司资本市场表现客观反映公司内在
价值和发展潜力。

多数上市公司董秘认为， 与投资者的每
一次交流，也是一次提升公司形象、扩大品牌
知名度的过程。

“一般股民对公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借这样的实时沟通机会， 可以让投资者全面
了解公司，从而坚定其投资信心。”宇环数控
副总经理、董秘易欣表示。

提问者“来势汹汹”，答问人真
诚不失技巧

万千股民，各有个性，爱“发难”的投资者，
不在少数。

华凯创意董秘王安祺说， 回答投资者问题
时，贵在真诚，但也需要技巧，在不违反信息披
露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给出满意答案。

高斯贝尔最近负面消息缠身， 投资者的提
问很是尖锐：“刚上市就业绩大变脸， 请问高管
对股东如何交代？”“看来今年业绩也会不好了，
对吗？”

公司直面“难题”，答问时“正能量”满满：
“公司的经营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 公司管理层将努力做好经营管
理，以优良的业绩回报股东。我们相信困难很快
就会过去的，我们充满信心！”

有人问岳阳林纸：“长江生态治理对公司有
影响，有人说公司要关停了？”

岳阳林纸回复简短有力：“不信谣、不传谣，
谢谢！”

记者发现，针对个人的提问，高管一般轻松
作答。

有投资者问开元股份副总经理彭民：“您个
人2017年购买贵司股票， 目前股价大幅下跌，
您是否仍然对贵司股票有信心？”

彭民回答：“我个人对于公司的信心， 有如
我的持仓。”

对于敏感问题，上市公司细致谨慎，统一口
径给出答案。

当下，转基因食品备受争论，以食用油生产
加工为主业的道道全，多次被问到“公司是怎么
对待转基因食品的？ 是否有销售转基因食用
油？”

道道全皆回复：“经国家批准生产和加工转
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公司大豆压榨系食用油采
用进口转基因大豆，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标识管
理规定进行转基因产品的标识。”

投资者“发问”，上市公司“接招”
———2018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见闻

建行鼎力支持在建铁路项目建设
至8月末已对我省铁路项目投放信贷资金156亿元

9月10日，衡阳市南华大学
衡阳医学院，2018级新生在学
校广场进行叠被子比赛。

曹正平 黄朝晖 摄影报道

大学生军训
比赛叠被子

湖南首发香港高铁车票开售
商务座1640元， 一等座848元， 二等座529元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 省工商局对外公布了全省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开展“一桌餐”“私房菜” 整治行动情
况。自8月中旬开展整治行动以来，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在全省共排查“一桌餐”“私房菜”
经营户2874户，发现一半以上经营户证照不
全，其中有照无证864户、无证无照820户。目
前， 整治行动仍在进行中， 市民可通过拨打
12315消费投诉举报热线对“一桌餐”“私房
菜”等无证无照餐饮单位进行举报。

为打击“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无照非
法经营行为，8月16日，省工商局下发了关于
扎实开展“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无照餐饮
单位专项治理的通知， 要求各级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对隐藏在居民小区、商
业楼宇、私人会所等场所，从事
“一桌餐”“私房菜” 等无证无照
经营的餐饮单位进行全面治理。

截至今天，全省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共排查“一桌餐”“私房菜”经
营户2874户，发现一半以上经营户存
在证照不全等非法经营行为。省工商
局已依法责令无证无照经营户停止经营，将
374户经营户纳入异常经营名录或标注为异
常经营状态。如，宁乡市玉潭街道中央领御小
区二栋二单元903室的“玖零三私房菜馆”，
未取得餐饮经营许可证被立案查处； 醴陵市
醴泉路欧洲城小区内的“陈敏兰私房菜”，存

在非法经营行为被关停。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对“一桌

餐”“私房菜”等经营户进行排查整治。

“一桌餐”“私房菜”整治在行动

全省排查2874户
一半以上证照不全

市民可拨打12315举报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邓晶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9月6日，在我省又一条钢铁大动脉怀
邵衡铁路即将进行联调联试之际， 省内外
部分媒体记者在建设方安排下， 坐上轨道
工程车， 与怀邵衡铁路进行了一次零距离
接触，一睹其神秘风采。

下午1时，秋阳高照，记者乘车从邵阳
站出发，一路向西，前往隆回县。

怀邵衡铁路为国家Ⅰ级双线电气化快
速铁路，设计时速200公里，是我国中西部
地区通往东南、华南的快捷通道。全线经过
怀化、邵阳、衡阳3市14个县（市、区），正线
长312.7公里。2014年10月全面开工建设，
预计今年底开通运营， 届时怀化到衡阳最
快将缩短至1小时48分。

记者来到轨道车驾驶室，向外看去，见
轨道平整、杆线整齐，两旁山清水秀。

车上， 负责铺轨的中铁一局项目负责
人介绍，怀邵衡铁路正线铺轨638.72公里，
站线铺轨71.12公里， 今年3月20日完成全
线铺轨工作。为确保列车运行平稳，提高工
效指标， 该局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高速
铁路铺轨机， 实现钢轨铺设和枕轨铺设一
体化施工， 铺设一对500米长钢轨仅需90
分钟，单次铺轨成型最长可达2.5公里。

约10分钟时间，轨道车来到了邵阳市
北塔区资江特大桥上。这是全线3座特大桥
之一，全长1073米，桥体如巨龙一样延伸，
十分壮观。

资江特大桥是怀邵衡铁路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之一。 中铁一局项目部总工程师袁
仁爱说：“最难的是水下岩溶桩基施工。”由
于大桥穿越红砂岩丹霞地貌区、河谷区、喀
斯特地貌区，地形地貌变化大，且水下有溶
洞和空洞，空洞之间横向、纵向相通。“我们
打桩时， 采取反复回填和多次充孔以及用
钢护筒防护等方法， 确保大桥桩基坚实牢
固。”据介绍，该桥达到了国内同类桥梁先
进水平。

继续前行， 来到位于邵阳县岩口铺镇
的邵阳西站， 车站距邵阳市区约24公里。
车站大楼端庄雅致，候车大厅宽敞明亮。由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站房， 精装
修已完工， 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室外工程
施工。据了解，承建方在外观和大厅棚顶造
型及地面石材安装等方面， 进行了多项创
新和优化，提升了站房品质。

下午2时多， 轨道车带记者来到了参观
的最后一站———隆回牵引变电所。承建方中
铁建电气化局项目负责人介绍，变电所是整
条铁路的“心脏”。记者走了一圈，无论是室
外的电缆沟还是控制室一排排铁柜内，各种
大小电缆、电线安装得整整齐齐。承建方采
用了最新的工厂化施工工艺，既加快了施工
进度，又保证了工程质量。“看上去像一件赏
心悦目的工艺品。”有人啧啧称赞。

“怀邵衡铁路对促进湖南特别是中西
部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力争把它建成全省
人民满意的黄金大通道。”怀邵衡铁路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

筑黄金通道 铸精品工程
———怀邵衡铁路零距离接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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