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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黄利飞）华菱
钢铁今晚发布公告，为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负债
率、优化资产质量、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
公司拟引入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 对旗下3
家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和华菱钢管
（以下合称“三钢”）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该

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持有“三钢”相应股份。
“债转股”是指将企业间、银行与企业间的

债权关系转化为股权关系。一般分为政策性债
转股和市场化债转股。政策性债转股由政府确
定转股企业、转股债权以及实施机构，目的是
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市场化债转股，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
转股企业的转股债权、 转股价格和实施机构
等， 最终达到降低企业杠杆和债务水平的目
的；实施机构可以是保险公司、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信托、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

华菱钢铁公告透露，公司已基本确定参

与本次市场化债转股的实施机构，并与其协
商确定了主要交易条款。

近年来，华菱钢铁通过自身盈利积累及积
极调整债务结构， 大幅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改
善了债务结构。截至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为71.08%，较年初已降低9.46个百分
点。公司称，若公司顺利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方
案，资产负债率有望进一步降低。

华菱钢铁股票将自12月3日开市起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完成与市场化债转股
实施机构签署协议等事宜。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黄利飞）华
菱钢铁今晚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根据
初步安排，华菱钢铁拟引入市场化债转股
实施机构，对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和华菱
钢管（以下合称“三钢”）进行增资；随后，
华菱钢铁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市场化
债转股实施机构购买其所持有的“三钢”
少数股权， 预计交易金额30亿元左右；同

时拟结合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向
华菱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涟钢集团和衡
钢集团，购买“三钢”少数股权及华菱节能
100%股权，预计交易金额70亿元左右。两
项交易金额合计达100亿元。

华菱集团是湖南省属第一大国有企业，
全国十大钢铁企业集团之一， 资产总额近
1200亿元，2017年营收过千亿元。

华菱钢铁是华菱集团下属核心上市
平台，对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钢管的
持 股 比 例 分 别 为 94.71% 、62.75% 、
68.36%， 剩余少数股权由华菱集团及其
全资子公司持有。通过收购“三钢”少数股
权，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在钢铁行业的
话语权。

华菱节能主营发电和能源介质供应业

务，本次收购将有助于提升钢铁生产与节能
发电之间的协同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的竞争
实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业内人士分析，通过此次重组注入优质
资产，华菱钢铁将站稳中国钢铁行业第一方
阵，加快进军“做世界有影响力的钢铁企业”
的步伐。

今年前三季度，华菱钢铁实现营业收入
686.43亿元，同比增长22.39%；实现净利润
68.58亿元，归母净利润54.76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107.1%和112.98%； 基本每股收益1.82
元。在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中，华菱钢铁净利
润排名第二位。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新光 陈慧 向柳

用好货币政策、扩大信贷投入、降低融资
成本、 创新金融产品……六大方面、24条措
施，力度更大，举措更实，覆盖更广，为我省民
营和小微企业融资解渴、 发展壮大注入强劲
动能。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日前联合省工信
厅、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湖南银保监筹备组、湖南证监局等部门，出台
《关于进一步深化湖南省民营和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为民营和小微企业送来一场“及时雨”。

12月2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马天
禄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对此进行了解读。

瞄准靶心，
引导资金精准滴灌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
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舞台……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
业发展加油鼓劲。

马天禄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我省出台《实施意见》，多措并举
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首要方面是
用好用足货币政策工具和金融市场政策，瞄
准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靶心， 引导资
金精准滴灌。

全省调增再贷款、 再贴现额度120亿元。
支小再贷款， 要重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
款占比高、增速快的金融机构，重点发挥降成
本导向作用， 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0.5个百分
点；再贴现方面，优先支持民营企业和票面金
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票据，符合条件
的确保5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位。

今年以来，全省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累计
发放212亿元，是去年全年的1.5倍，其中下半
年累放12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8倍。

前10个月，全省运用支小再贷款，撬动银
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1000亿元以上，支持了6
万余户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银
行运用再贷款发放的小微贷款利率， 低于用
其自有资金发放贷款利率近1个百分点；票据
贴现利率4.36%，最低仅3.3%。

在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方面， 推动支
持有市场、有技术、有竞争力，但暂时遇到流
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 运用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支持工具等手段发债融资。 目前初步确定
三一集团、五江轻化、步步高集团、富兴集团
和友阿集团等5家民营企业，最快年底将发行
企业债。

在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方
面，通过掌握全省民企股权融资情况，着力带
动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参与，为出现资金困难
的民企，提供阶段性的股权融资支持。

“利好政策接连出台，我们对未来发展更
有信心！”位于城步湘商产业园的湖南青柳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道出了众多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心声， 他们期待更多的阳
光雨露。

增量扩面，
贷款优先保障民营小微企业

湖南金凤电力物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通
过交通银行“线上税融通” 信贷产品申请贷
款，获批额度30.2万元并当即提款，全部流程
在半小时内完成。“线上税融通” 是专门针对
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纯信用信贷产
品，年利率仅为5.4%。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缓，是民营和小微
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马天禄表示，《实施意
见》要求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扩面，降低成
本。 各银行机构要优先保障民营和小微企业
贷款规模，力争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
贷款）户数、投放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其中， 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
贷款，同比增速要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贷
款余额的户数高于上年同期。法人金融机构单户
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要明显
增加，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明显提升。

同时， 要推动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综合
成本适度降低。 各银行机构要综合考虑筹资
成本、风险溢价等因素，进一步健全民营和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定价机制， 合理确定利率水
平。大中型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带动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水平有所下降。

严禁通过变相收费、通道、过桥等方式，
向企业转嫁成本。 特别要强化对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监测和
考核。 对个别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当地同类机
构平均水平、下降空间较大的银行，要适当强
化监管要求；对成立不久、目前尚处于亏损状
态的村镇银行，可实行差别化监管。

有效防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 促进商业
可持续。各银行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政策
变化、 行业动态的研判，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有市场、有效益，但暂时经营困难的民营

和小微企业，要稳定贷款投放，避免“一刀切”
式的抽贷、压贷、断贷。要切实防范各项优惠
政策叠加背景下， 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与企业
联合弄虚作假、骗贷骗补等道德风险，确保相
关支持政策真正惠及民营和小微企业。

创新服务，
打造全生命周期融资体系

马天禄说，《实施意见》要求开展“十链百
园千企万户”金融服务创新专项行动。各银行
机构要紧紧围绕省内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制定综合融资方案。要依托129个国家级、
省级开发区，创新银园合作模式，批量化解决
园区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针对我省首
批977家制造业“白名单”企业、全省480家“小
巨人”企业，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要有效扩
大对民营企业以及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首次
经营性贷款覆盖面。

创新“金融+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银
行机构要加强对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的运用，创新线上、线下纯信用贷款产品。探
索推广“信易贷”等信用贷款产品。各银行机
构要积极参与“百企带万户”应收账款融资专
项行动，优化审批流程，推动应收账款确权、
融资信息交流的线上操作，提高审批效率。加
强银政、银担合作，在贷款额度、利率、流程等
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推动“政府+银行+保险”
模式纵深发展。

打造民营和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服
务体系。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
新三板挂牌融资。要规范发展省股权交易所，
为非上市民营和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提供综合
金融服务。要积极支持基金小镇发展，通过示
范带动引导创业投资、 天使投资加大对初创
期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投入。

为打通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对19家省级银行逐一上门调
研督导，宣传解读政策，实地了解政策落地中
存在的梗阻、堵点，督促银行进一步完善相关
措施。汇集小微金融政策、案例以及近30家银
行、80多项信贷产品， 编印小微金融宣传手
册，着力解决民营和小微金融“政策好，产品
好，但民营和小微企业不知道、不了解”的问
题，疏通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疏通渠道，
完善银行内部传导机制

马天禄说， 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 银行完善内部传导机制至关重要。《实施
意见》要求各银行机构要加快完善考核激励、
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授信审批权限、尽职免责
等内部制度建设，疏通内部传导渠道，确保基
层行和客户经理愿贷、能贷、会贷、敢贷。

在落实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政策方
面， 全国性银行机构要严格按照各自总行要
求， 将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切实向基层经
营机构传导。 法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成
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 在精准测算的基础
上，对小微特色支行、不同信贷产品、客户群
体贷款实施差异化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
惠，突出对民营企业、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
下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
性贷款的倾斜。

马天禄说，各银行特别是法人机构，要积
极借鉴泰隆银行等地方法人经验， 充分发挥
地缘、亲缘、人缘优势，下沉经营机构，延伸服
务网点，让客户经理真正活跃在车间厂房、社
区小巷、田间地头，服务最基层的民营和小微
客户。

强化银行内部考核激励。 各银行机构要
在分支行行长和领导班子考核、资源配置、激
励费用、绩效考核、利润损失补偿、风险容忍
度等方面， 对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开展民营
和小微企业金融业务给予支持。 降低从业人
员利润指标考核权重， 增加民营企业和普惠
口径小微企业贷款、首次贷款、贷款户数等考
核权重。 法人金融机构要加强对普惠口径小
微企业贷款户数、占各项贷款的比重、户均贷
款等指标的考核。

改进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 各级人民
银行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单户授信500万元及
以下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
营性贷款情况的跟踪评估， 引导小微金融服
务重心下沉，改善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将金融
机构持有小微企业金融债券、 贷款资产证券
化产品情况纳入评估内容。 各级人民银行要
创新评估结果运用方式， 将评估结果与货币
政策工具运用、金融市场政策支持、央行评级
等工作相挂钩，增强激励约束作用。

汇聚合力，
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常德市金雁电线电缆厂是一家民营企
业，吸纳当地就业100余人。因生产资金短缺，
通过常德市农业银行“进园区”活动，办理“税
银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在6天内就获得200
万元贷款，年利率仅为5.22%，缓解了燃眉之
急。目前，我省越来越多像金雁电线电缆厂这

样的民营和小微企业， 获得了银行信贷资金
支持。

马天禄说，《实施意见》 着力落实和细化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配套政策， 优化企
业经营发展的环境。

在落实财税优惠政策上， 各级财政部门
要积极推动落实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自2018年9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单户授信1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
征增值税。

健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推动省担保
集团、 省农信担保公司积极与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对接。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的融
资担保公司，对小微企业、“三农”融资的担
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其中单户授信500
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农
户、 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的担保金额占
比不低于50%。

完善银政风险分担机制。省财政对省级
银行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损失进行风险补
偿。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增速的， 省财政按增量贷款
的2‰计提风险补偿，按贷款本金实际损失
的50%给予补偿，单个借款人最高补偿100
万元。基准利率1.5倍及以下、科技、绿色、
信用贷款优先纳入风险补偿范围。 对于符
合条件的贫困县园区工业企业“财银保”产
品贷款损失，省县财政可按不超过80%的比
例给予补偿。

健全财政奖补政策。对省级银行向无贷
款记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
发放的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首笔经营
性贷款， 省财政按照实际贷款发放金额的
1‰给予奖励，单家银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
过20万元。 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县园区工业
企业“财银保”贷款利息，省县财政最高给
予80%的补贴。

做实公共服务平台。要充分发挥“湖南产
融信息对接服务平台”作用，及时发布优惠政
策、行业信息、融资需求、信贷产品，打造线上
7×24小时政银企对接网络。建立小微企业涉
金融信用黑、白名单制度，实施跨部门多层级
联合激励、惩戒。

通过汇聚各方面的力量， 持续优化企业
营商环境。 避免直接或变相通过增加融资环
节、延长融资链条等行为，推高民营和小微企
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涉企
相关收费基金项目按照有关规定降标、停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来了一场“及时雨”
———《关于进一步深化湖南省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解读

华菱钢铁拟百亿元收购优质资产
收购标的为“三钢”少数股权及华菱节能100%股权

华菱钢铁启动市场化债转股
将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冬季，340多种候鸟
云集洞庭湖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凯军）11月30日，省林业局、岳阳市政府在长
沙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林业局总工程师桂
小杰宣布，第十届中国洞庭湖国际观鸟节主会
场活动将于12月5日至7日在岳阳市举办，同时
在常德市、益阳市分别设分会场。

2002年12月， 省林业厅和岳阳市政府合
作举办观鸟节，这是我国大陆举办的首个观鸟
节，至今已举办9届。

本届中国洞庭湖国际观鸟节以“建设大美
洞庭，守护观鸟胜地”为主题，将举办观鸟节开
幕式、洞庭湖国际观鸟赛、洞庭湖生态保护与
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 观鸟赛联盟启动仪式、
洞庭湖“护鸟飞”志愿者行动等活动。

湖南是绿色大省，稳定的森林和湿地生态
系统孕育并保存了丰富的物种资源。全省有鸟
类近500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三分之一，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3
种。每年冬季，有340多种候鸟在洞庭湖云集，
白鹤、白鹳、灰鹤、小天鹅等国家一、二级保护
动物在此随处可见。

。"# $%& ' (

!" !"#$%&!" !'()*+
,-./0/123456789:;

<=>?@A&B:;<=CD8EFG&.
/HIJKLJMNOPQR?ST&UV
WXYFZWX[\]^_`&Ua./b
cS#]^de&./:fgh]^ijk
lm noUVpqr #$%& !? !'$ stu
N (")& !? !%$( s&vwxyUz ! {&
|yUz (! {} ~��r !'(& �tuN
(*+$& �&����:�~�� ,-!# �} n
o��R�y�~�G�� ' s���o�
y�~�G�� #' s} �R./��:�
(''&' :& vw��U�����@U�
#+(&, :& ����:�����@U�
(-,# :&���� $,&& :&����:��
��� (-!, :} ��� ¡¢£��/¤U
¥¦§¨UV��©ªn�«¬nO®}

)*+,-.!/012345

!+ !¯& °±u²H³UV./WX
b1LJ& ´µ¶·B¸:;Uz8¹º�
»¼./z8½¾�¿./À8HI?Á¿
xy./WXÂÃm Ä¬ (+#& !& noR
%+ sLc»¼./z�#+ sÅLc./z�

#% sÆÇ./WXw �#&!( s¿./Àm
ÈL· *&% sÉÊe¿./Àm (++$ !n
o$ËÌK{HÍÎ�./WXÏÐ&Ñ
Ò8Ó»Ô;_Õ #! slÏWX& LÖÔ
;<=×Ø '%&(#&, Ù&L×ÚÛ $,-+!.&
°±n�U/Ü¿�Î�./_Ý�Þ/ß
àáâZã�äåæçèéêë&LÖ²R
F?<=ìíb1+ îïðñòn�U/Ü
¿nóô>õö&È÷LBn�U/8øb
?{ùU/WXúg *+# s&ûÜn�U/
&*% ü&ýþÿ! #&!-' ":} 34ò#$%
n&'()>?WX*+&no,-<=W
X.n�Z n«¬/0iÛ{12i
j}ø3<=4ÉST5(6n\7[\
B�8ç�!ijÐÉ9:v;n�<=
,>?ÚZ* @BA&'>?ÚZ $&>?
Ú´!4BAC} DEÞ/ßàFG&LÖ
HI8JKLcM& cNáOPQRK&S
åºTUcVWßà?i/} (+#% !&,-
oÞ/ßài/ÚC¬"XY #+$-#%&Z[
6n"XY *,+Z n�"XY (#%-$* ?

i/Ú} ¢@\]^_`<=, ##, a&b
c_`<=, &!! a&dEBT<=,�P
/$&*ãefOV} (+#& !Á¿gh,
iòjk> ÑÒlmÌ�nóô�n·
#+'(*& :o&p0n·!ÐÉ #++-!*.}

67289:!);<=3>?
!+ !¯&,-]qrã9òfá8ø>

?sD&t*9;/tu&v5Vâwxb
1yu<nZVâõö¢@yuz{ZVâ
WXÝ|yu(Ý} Ñ}z~õöÌ�9
0~Ñ}�xs &*.ÐÉ} �s^áOõ
öÌ����ß�^ÐÉ&./��Z./
l�õö4Bij} V^fáõö)� #+
o��8nZn�)*��} noÈ·�
âc��nn��������Z��x�
&i/�<=?1®�l��^�noÈ�
B (* !�4����Ý� ¡& �B #!
!�¢£^a¤¥¦* @BA&'§¨^c
©ª«¬®ÚACN +-#,.¯°[G&±
²[6n\7[\ +-'(.9³ã`´��

µ�Z³ã`§¶´�·¸¹?iWÚº7
ÈC¬¯°»[[\}(++* !B¯&R¼�
½@ (*% ¾¿iÎ�./ÀÁ& iW:�
&#&, a}ÂÃáWõöÄR·¼}�ÅÆE
#$$, !Z#$$& !Z(++* !Z(+#% !¯°T
ÇÈÉÊÃ�� (++& !Ë?��[ÌÍ
ÎÏÐÃ�} ÑÌXyÒVcM&¶·òH
³ÓÒZÔÕÖÒZ×ØXOZTA8ñ>?
XyÒVÙÚ&ÛÌò)ÒV�ÜÒ>·ò6
Ýë>ÞßPQ¦EL×Öàíá:ÿâw
nóô&HÍUVwã¤äåa_æ #+.}
ÈR #( {Uzçè:ÆHé�ê��z
ëçÞß\ì& íØ:� (#&& :& R *&+
:Ì�é�ê��z8ÂÞß} Ä¬ (+#&
! * î '# ï& noUVwãâw:�8
'&*-,& ":&âwÚÛN $&.&HÍÌ�9
n;âw}

@ABCDE!FGHI3JK

S#$%B¯&,-�ðñ¡õö·¼

²ò} Ä¬ (+#& !&no�ðñ¡ '' ":
o& !óÕ¡| $-% ô& R **++ õ:ön
Zn��ðñ¡÷ñø&�B % oön
�ðñ¡)*oùú¦ )� #+ o��8n
�:�0/õö)*��·n:�ûe
)*��Znøüì�)*��Zn�
�lýþ)*��¦ÿ!}owUUz·�
"`8xy§¦wUUz¦L·B¸wUU
z8¹ºZ»¼./z8½¾Z¿./À8
HI?xywUaWXÂÃ} �RD#�Z
=$�Z �%�¦ #+ &s{·�wU�
G¥�} R{Á¿üwU # :Z�H³ü
wU ' :ZoüwU #+ :}�R'(<)U
V*Ù·+(,-.a�¦6/n0ü
1�}23nÓ4Á¿wUalKZòwU
wawã>l¶�56�7ñZ,-oÓ
4wUaûe8Z,-owU9s:/ûe
8·Ul�ZüwU¥��;<¦&Þ=
wUa>? #& Í} nFB@AL{./
Óo&ªJKSTZBÁ_ÝZV^áâZ<
=CDAlFE&ªFGÇ�IHòIª>&
�¢Z4JZKìòLM>&N�øOòPg>¦
sªAÞQR&RFðñ,-A.õö}

jSTÅU& ,-.0:VB6WX
¡&Y<=YZ[\Oã]

!!"#$ %&'(!

!!!"#$% !"&'()*+,-./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