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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召开的全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会
议部署，加快推进我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到“十三五”末，全省融资担保行业在保余
额超过1000亿元， 力争达到1500亿元左
右；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在保余
额， 占比达到全省融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
的60%；实现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
保业务再担保全覆盖。

融资担保的增信、保障、杠杆、分摊风
险等功能， 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三
农”融资难问题。

截至11月底， 我省共有199家融资担
保公司，注册资本金420亿元，较年初增加
90.5亿元；累计为17.3万家企业和个人，提

供3623亿元贷款担保， 融资担保额较上年
增加357亿元；在保余额624.91亿元，较上
年增加123.91亿元。 形成了以省担保集团
为龙头， 省中小担、 省农信担为代表的小
微、“三农”两条线共同发展的“一体两翼”
格局。

根据规划目标，我省将按照“一个体
系、四个机制”的总体部署，积极推动构
建以省级融资担保机构为龙头，市州、县
市区融资担保机构为骨干， 再担保为保
障的政策扶持体系。即，以省担保集团为
龙头，建立健全我省融资担保体系，切实
落实我省再担保体系全覆盖的工作要
求；以中小担和文旅担增资扩股为重点，
切实增强我省融资担保公司资本实力和

担保能力，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以经
建担为平台， 为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提
供服务；以代偿补偿机制建立为突破口，
切实推进风险分担机制落地； 以目标考
核为导向， 切实建立科学的融资担保监
管和考评机制。

今天还举行了一系列政、银、担签约
仪式。 省担保集团先后与省建行、 省交
行、长沙银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等一批
银行签约， 与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株洲丰叶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
一批融资担保企业签约，与长沙高新区、
长沙经开区、怀化高新区、马栏山（长沙）
视频文创园、 省出版集团等一批园区和
企业签约。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12月24日，全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
部署会议在长沙召开， 宣告新一轮覆盖全省
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正式启动。 这也是我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后， 加快构建
多层次地方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根据规划，结合我省实际，将加速构
建融资担保‘一个体系、四个机制’。”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世平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一个体系” 即健
全完善覆盖全省的融资担保组织体系，“四
个机制”即建立资本补充机制、代偿补偿机
制、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科学的考核评价机
制。

张世平说，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的解决，不是某一级政府、某一
类金融机构就能独立承担的， 必须多方联
动，共同凝聚力量。融资担保行业是金融改
革的重要补充部分，其增信、保障、杠杆、分
摊风险等功能，在服务小微和“三农”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当前国家密集出台
政策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 也是我省抢
抓机遇、提速发展的大好时期。

张世平介绍，我省致力于构建省、市、
县三级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第一层是
省担保集团， 发挥融资担保体系建设骨干

作用，以股权投资为纽带，通过新设或重组
等方式， 与市州政府合作成立专营小微和
“三农” 融资担保业务的融资担保公司；通
过开展比例再担保业务， 建立覆盖全省的
再担保体系；提升主体信用等级，发挥增信
杠杆作用， 积极参与全省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化解工作。

第二层是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主
营小微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同时，负责
对县级融资担保公司参股，进行资金、技术、
管理输出，指导和规范辖内担保机构开展业
务。

第三层是县（区）级融资担保公司，由
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与县级政府共同
设立，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

张世平表示，对于建立融资担保“四个
机制”，省里已有通盘考虑。

———融资担保机构是为其他企业增信
的平台，自身资本必须充足，必须要建立融
资担保资本补充机制。

———通过建立代偿补偿机制， 有效缓
解融资担保机构的流动性风险。 代偿补偿
机制的杠杆效应大， 按现有千分之五的比
例，实际上有200倍的杠杆，与目前市县设立
一般的担保基金10倍杠杆相比，撬动效用更
大。同时，风控能力强，更加市场化，不仅避
免了一般担保基金由政府直接设立的合法

性、合规性、可持续性等问题，还在银行和政
府两个风控主体之外，又新增了融资担保和
再担保两个主体。

———建立银担风险分担机制， 加强风
险控制，减轻融资担保机构代偿压力，缓解
流动性。 风险分担体现的是商业原则和契
约精神，银行是信贷投放主体，担负更多的
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理
应在银担合作中承担合理风险。 我省在此
基础上，将构建“4-3-2-1”新型政、银、担
风险共担机制， 即由省级及以上财政和担
保集团、融资担保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
市县政府， 分别按照40%、30%、20%、10%
的比例进行风险分担。

———基于融资担保“准公共产品提供
者”的行业属性，必须制定科学的考核机制
和办法， 降低或取消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的盈利要求， 主要考核融资担保业务规
模、放大倍数、小微企业和“三农”在保余额
占比、担保损失率等。

根据规划，到“十三五”末，全省融资
担保行业在保余额超过1000亿元， 力争
达到1500亿元左右； 中小微企业和“三
农” 融资担保在保余额占比达到全省融
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的60%； 实现中小
微企业和“三农” 融资担保业务再担保
“全覆盖”。

着力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

湖南融资担保行业发展提速
“十三五”末在保余额要超过1000亿元

如何推进新一轮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张世平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黄卉娟）23日下午， 湖南艺术职院黑匣子秀场
流光溢彩，美术系2019届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毕
业生艺术实践成果展演———《宴遇千年》 人物
造型秀精彩上演。

此次造型秀共展出服装作品51套，可以说
是一次对欧洲服饰发展史的探秘之旅。造型秀
以时代为脉络，将欧洲服饰发展史以动态方式

呈现在观众眼前，从神秘斑斓的古埃及到奢华
大气的哥特时期，从崇尚华丽的巴洛克到充满
幻想的浪漫主义，T台上的模特们仿佛从古典
油画中走来，每一套作品从款式造型到细节处
理，无不体现出设计者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艺术态度。展出的服装作品，不仅是他们对
历史经典的描摹复刻，更是他们立足当下的一
种美学表达。

《宴遇千年》探秘欧洲服饰发展史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金慧）当
你匆忙就医的时候，是否留意过为您指路或解
惑的“红马甲”？他们都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组成的志愿者。12月21日晚上，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召开2018年度医院志愿服务表彰会，弘扬
公益精神。

会议宣读了52位星级志愿者，并评选了长
沙市红十字湘雅助医志愿服务队等6个“优秀
志愿服务队”，“爱心义剪” 志愿服务等项目获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称号。

“多年前我的家人在湘雅治病，那时就有
爱心人士经常来帮助我们， 为了感谢这份爱

心，我经常来医院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陈秋
娥是一名年过古稀的普通退休职工， 她表示，
只要还干得动， 就一定会将这份爱坚持下去、
传递下去。

据了解， 湘雅医院志愿服务的发展以
实际需求为导向，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率
先在湖南省综合性医院建立起志愿者数据
库。 截至目前， 医院指纹登记在册志愿者
2628名 ，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2万个小
时， 医院先后荣获“湖南省学雷锋百强社
团”“湖南省学雷锋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等
荣誉称号。

2600多名志愿者

在湘雅医院服务了2万多个小时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赛）12月18日， 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诞辰日。当天，在雷锋故乡长沙市望城区，雷锋
精神研究会正式成立。

望城区雷锋精神研究会是从事雷锋精神
研究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接受区
委宣传部及区民政局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以

学习、研究、弘扬、实践雷锋精神为主要任务，负
责开展雷锋精神课题研究，组织雷锋精神宣讲，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进行雷锋文化研究，筹
办会刊、编纂雷锋精神研究理论成果集，并将进
一步加强与其他省市雷锋精神研究会、 雷锋文
化促进会等机构的联系与交流，不断扩大“雷锋
家乡学雷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望城区成立雷锋精神研究会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姜鸿丽 )今
天，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应急管理局在该市17个新
组建的市直部门中，率先挂牌成立。这标志
着常德市机构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成为全
省第一个市本级新组建部门实现集中办公、
集中挂牌的市州。

《常德市机构改革方案》 是全省首个获

批的市州机构改革方案。为深入推进机构改
革， 常德市严格对照机构改革总时间表，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 统筹推进县市区机构改
革、人大政协机构、群团组织、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等。 本轮机构改革后， 该市市本级共设
置党政机构47个，其中党委机构13个、政府
机构34个。新组建的市直部门将在12月29日
前陆续挂牌。

常德市本级新组建部门
集中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