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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
有力量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席灵芝）为破解民企“融资难”，今天下午，省工
商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共同主办全省民营企业融资对接会，6家银行
与35家民营企业、 商会现场签约， 签约金额达
218.5亿元。

据悉， 此次对接会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助推民营企业跨越“融资的
高山”。 对接会上，13家金融机构与200多家企
业和40多家协会、商会面对面交流，建设银行
湖南省分行、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湖
南省分行、北京银行长沙分行、长沙银行、三湘
银行等6家银行代表与35家民营企业和商会现
场签约。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马天禄介
绍，今年前11个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放
支小再贷款、再贴现200余亿元，是上年同期的
1.8倍。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投
放，2019年力争翻倍，超过400亿元。

记者从省工商联获悉， 参与签约的35家企
业和商会中， 既有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和上市
公司，也有不少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

会上， 省工商联还分别与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 省融资担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今后将在全省推动多层次融资对接活动。根
据框架协议， 省工商联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
联系紧密的优势， 广泛了解会员企业的信用状
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会同银行推动政府及有关
部门建立完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为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缓
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数据支撑。

助推民营企业
跨越“融资的高山”

35家民企、 商会获218.5
亿元银行贷款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映山小学六年级语文老师胡玲辉是本

学期从三多亭小学选调来的骨干教师，像
她这样的教师共有19名，大大提高了映山
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也让分流的学生和
家长更安心。“听说胡老师要来这里， 就让
孩子也跟着来了。”家长熊曼丽说，班上自
愿分流过来的学生有33名之多。

今年秋季开学， 永州新增学位11.6万
个，消除超大班额3451个，还将在2020年
前完成23.57万个学位建设目标任务。

农村教育由弱变强
每周五下午放学， 在永州岚角山中学

的校门口，接送学生的校车、公交排起了长
龙。岚角山中学距城区10余公里，以前只
有学生260人。今年8月，冷水滩将其交由
市级名校京华中学托管， 作为京华中学寄
宿部，实现教学管理同步进行，这所农村中

学一跃成为了1500余名学生的“大校”。
“刚开学时，我们要去学生家里动员。

现在，都是学生家长主动‘求’我收学生。”
该校校长周显玉笑着说。

永州市东安县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地区
集团化办学“1+X”的新路子。全县68所中
小学校以优质学校为龙头，组建13个教育
集团。集团内学校之间实行管理互通、领导
流动、师资共享、质量共进，做到集团教学
教研资源共享。

东安县白牙市镇二完小是白牙市二小
教育集团的牵头校。校长陈青山说，集团内
乡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得很快，不
少学校的学生、教师都回流了。

“出太阳，一身灰；下大雨，一身泥。”这
曾经是怀化市会同县堡子镇小学操场的写

照。近3年，县财政投资300万元，修建了崭新
的塑胶跑道， 维修了教学楼， 新修了学生厕
所，配备了20多个班级的多媒体设备。

“2014年以来，全县在学校硬件建设和改善
方面，投入了4亿多元。”会同县县长周立志介绍，
“穷县也能办好教育。在会同，从幼儿园到高中，
我们毫不夸张地说，校园是当地最好的风景。”

尊师重教留住人才
近年来，会同县打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在教师津贴、补助、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加大。
尽管县财政困难， 但教师工资一直做到足额
发放。在保证农村教师待遇上，按时足额发放
武陵片区教师人才津贴和乡镇教师工作津
贴，提高各项待遇，让教师教得安心。

“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开辟绿色通道，

单独设立招考机会，外地优秀教师来工作，有
问题随时解决。”周立志说。

杨明珍毕业于长沙师范学院， 去年刚来
堡子镇小学， 担任五年级班主任。2018年秋
季开学， 杨明珍被提拔为教导主任。“尽管工
作任务重，但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我也获得
了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杨明珍说。

会同城北学校校长饶菊芳是全县小学唯
一在职的省特级教师。 为了这里的孩子们，她
多次放弃了外调的机会。2016年， 长沙某小学
力邀她担任教导主任， 被她婉拒；2018年贵阳
某小学以30万元年薪聘请她， 依旧被她婉拒。
“学校刚开办，我要为城北学校找到北。” 饶菊
芳说，“这里有氛围良好的育人环境，这里就能
实现我的教育理想，我何必要走呢？”

在饶菊芳的感染下， 城北学校教师吴传
清面对怀化市某校15万元年薪的聘请，面对
能与爱人、家庭团聚的机会，他也选择了坚
守。吴传清说：“在这里干着有劲。”

城里不再“挤” 乡村不再“弱”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据悉，此次由5家企业发起设立的湖南

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推动、企业
为主体、资本为纽带、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以省属国有资本为主体， 联合岳阳市属国
有资本， 搭建全省港口资源整合运营的省
级平台，实现对长江岸线及湘、资、沅、澧四
水岸线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统一运营。公司组建前期已就资产划定、资产
评估、尽职调查等做了大量工作，预计将于年
内挂牌。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强调， 省港务集团

作为全省港口码头整合的市场主体，要按照
企业规则运作，坚持效益优先，走绿色、环保、
智能、高效、现代化发展之路，使之成为湖南
港航的领军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截至今年11月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共有私营企业1.6万家、 个体工商户
8.7万户，占市场主体总数92%；去年，全州
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增加值421.5亿元，占全
州GDP的72.3%；实际缴纳税金40.43亿元，
占全州实缴税金总额47.1%。 自治州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民营经济功不
可没。”12月19日，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
掰着手指，算起了该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业
绩账”。

叶红专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为发展民营经济指
了路、定了向，是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指导
和根本遵循。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
们自己人， 要用情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搞
好服务， 坚定不移地推进民营经济取得更
大发展、更大繁荣，让民营经济为精准脱贫

作出更大贡献。
首先， 全面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系列政策措施。 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全面落实好中央关于清费、
降税、减负、信贷等各项政策举措，同时结
合自治州企业发展实际需求， 有针对性地
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千方百计帮助民营企
业融化市场的“冰山”、削低融资的“高山”、
跨越转型的“火山”；认真落实民营企业信
贷政策，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服务
模式，打造特色金融服务产品，强化民营企
业金融支撑。 金融机构要在采取必要风险
缓释措施的基础上，加大信贷投放规模，帮
助企业解决合理融资需求和渡过难关。要
着力破解开拓市场难题。 落实好全州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和重点新材料新产品首
批次应用奖补政策，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推
进产品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其次，要关心民营企业家成长。自治州
各级各部门要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为
民营企业家提供好服务，认真落实“三联”制
度， 经常深入企业车间、 项目现场开展大服
务、大走访、大调研活动，每年至少与民营企
业家开展两次以上“恳谈会”，俯下身子倾听
他们的心声和诉求， 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遇到
困难的时候要积极作为、 靠前服务， 用心用
力、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实际难题，让民营企业
家安心创业、放心投资、开心生活。

第三，要着力营造优良政务环境。全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做好“减法”文章，结合即将
推进的市县机构改革， 把该整合的职能整合
到位，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位，真正把经济
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 把社会管理
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 注重运用信息
化手段，推进网上政务平台建设，落实利企便
民措施，形成服务企业的良性机制，真正让企
业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窗口服
务单位、审批部门要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
效率， 决不允许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和

“吃、拿、卡、要”。
第四， 要大力营造引人向上的舆论氛

围。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家积极活跃在自治州
脱贫攻坚、产业园区、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建
设的最前沿， 展现了民营企业家艰苦奋斗、
敢闯敢干、为民服务的精神和情怀。优秀民
营企业家的宝贵精神，必须“歌以咏之”。各级
党委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弘扬民营企业
家精神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有力举措，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
视、网络等媒体，通过专访、人物事迹报道、典
型人物表彰、文艺作品、影视戏剧等方式，积
极宣传报道那些推动发展有作为、服务社会
有贡献、 帮助群众有成效的优秀民营企业
家，把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宝贵精神汇聚成为
建设美丽开放幸福新湘西的强大正能量，让
优秀民营企业家在经济上有效益、社会上有
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形成全社会支持民营
企业家、关心民营企业家、尊重民营企业家
的浓厚氛围。

用情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搞好服务
———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