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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杨帅羽 陈鉴）岁末年初是企业资金周转的关键
时期。记者今天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获悉，该行
为省内一企业盘活应收账款， 在招行全国系统
内首次启用“对公代销+全额存单质押” 模式，
“短、平、快”地完成了1.6亿元资金募集。

应收账款是企业重要的流动资产， 但应
收账款积压也是困扰企业的共性难题。 招行
长沙分行此次面对的客户， 存在应收账款集
中度过高、 应收账款债务人所处行业多为产
能过剩行业等情况， 传统的信贷模式已难以
满足客户需求。

盘活应收账款， 有利于释放企业资金的流
动性，提高资金流通效率。对此，招行长沙分行
“对症下药”敲定了“对公代销+全额存单质押”
方案，通过信托计划给融资人发放贷款，再面向
企业客户代理销售该信托产品来募集资金，并
以全额存单质押来为融资提供增信。之后，该项
目通过招行系统全国分支机构推广营销， 顺利
完成1.6亿元资金募集，在与客户约定日之前实
现放款。招行长沙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公代
销具有“短、平、快”特点，通过强有力的资产整
合，可以满足更多湖南企业的投融资需求。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烦人的雾霾再次袭来， 受冷空气活动带来
的外源性输入污染及本地不利气象扩散条
件影响，近日，长沙出现重度污染天气。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蓝天办了解到， 长沙日前
启动了“突发期特别措施”，以最大限度降
低不洁空气对市民健康的影响。

长沙市蓝天办相关负责人分析， 持续
出现大气污染的主因是近期受均压场或弱
冷空气影响， 以北风或西北风为主且风速
不大，水平扩散条件较差，易遭受外源输入
影响；同时，受北方和西北方向两路冷空气
传输影响，本月以来，西北路径污染传输增
多，加重了长沙污染程度，也拉长了污染时
间；此外，雨水少，沉降作用有限，零星小雨
更易导致湿度大， 颗粒物吸湿增长导致污
染加重。

为控制本地污染， 长沙市蓝天办在1
月26日启动了“突发期特别措施”，要求全
市按照特护期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应对措
施；同时坚持“三级执法、两级巡查”及县
级领导带队巡查制度，以“控烧、控尘、控
车”为抓手，重点对在建工地和渣土工地
扬尘、道路扬尘、裸露黄土、烧烤油烟、散
煤燃烧、垃圾焚烧、烟花鞭炮燃放及柴油
车等污染进行管控；对发现的污染问题立
即通报、立即整改、严厉处罚。

此外，环保、气象部门紧盯污染现状
和气象条件，加强会商、研判、预警，每天
发布两次空气质量污染形势分析报告。

长沙市蓝天办提醒广大市民减少户
外出行，尤其是儿童、老年人和呼吸系统、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王文）2月
1日起，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优化住房公
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实施细则将施行，根
据细则，单位1年内最多可为职工补缴一次
住房公积金。

细则明确，此次调整了住房公积金贷款
可贷额度的计算公式， 职工家庭 (指夫妻双
方)在该中心(含铁路分中心)政策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可以合并计算可贷额度，存
在欠缴6个月以上、 封存等非正常缴存情形
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予计算可贷额度，
同时其缴存基数不能推定为月工资收入进
行月还款能力测算。借贷人配偶在其他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的账户月不予合并计

算可贷额度，但其缴存基数能推定为月工资
收入进行月还贷能力测算。

细则还规定， 单位通过网上服务大厅
(单位版) 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1年内不
得超过1次，且一次性补缴金额不得超过原
月缴存额的3倍。

对于异地转入情况，细则明确，职工在
该中心正常缴存6个月以上可提出异地转
入申请， 若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无间断
且满6个月以上， 同时在该中心缴存满6个
月以上，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若在异地未
连续缴存6个月或间断后又在长沙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的， 则必须在该中心连
续缴存至满12个月方能申请贷款。

长沙公积金新规2月1日起施行
单位1年内最多可为职工补缴一次公积金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邵红秀 杨 昶 傅 蓉）记者今天从
湖南建工集团获悉，2018年该集团新承接
任务1557.1亿元，完成企业总产值998.2亿
元，同比增长14.5%；实现营业收入905亿
元，同比增长6%；实现利润总额15亿元，同
比增长45.6%，营收、利润均创新高。

2018年，湖南建工集团深入实施“创
新、转型、升级”战略，聚焦主业，着力于全
产业链发展， 积极推动国企改革“双百行
动”实施，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在传统

市场、区域市场、新兴市场、海外市场、投资
市场全面发力。集团以“一体两翼”产业新
模式统领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显
著提升，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强。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
平表示，2019年，集团将继续围绕进入“世
界500强”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十三五”
规划，推进“一体两翼”产业布局，坚定不移
地变革生产方式，实施一体化、专业化的业
务模式，推进全球化、区域化的市场布局，
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建工集团
2018年利润同比增长45.6%

营收、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盘活应收账款
“输血”湘企
招行长沙分行创新模式

募集1.6亿元

长沙多措并举应对重度污染天气

1月29日，工作人员正在排苗。寒冬时节，浏阳市葛家镇湘天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大
棚内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育苗盘里绿油油的辣椒苗、茄子苗等各类菜苗长势喜人，将
助力当地群众种植增收。 彭红霞 摄

苗儿壮 春意浓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年纪大了，出去打工没人要，在果园里
做事是没问题的。”

廖在华是永州经开区仁湾街道坪西村
人， 今年67岁， 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
镜，看上去像一个乡村教师。

老廖原本家境不错，上个世纪90年代就
修起了两层楼房。 但后来孙子出生时出了状
况，治病花去几十万元，家庭渐入困境。

2013年，果秀公司来到坪西村，流转了
村民们的荒山，建起2000多亩果园，种起了
柑橘。 廖在华家一共流转了五六十亩荒山、
10多亩荒田，每年的租金有5000多元。令老
廖欣喜的是，果园要请工人，种树、除草、剪
枝、施肥、采摘，这些活儿，他样样都是一把好
手。就这样，老廖两口子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
作，有工资拿，又不耽误带孙子。

当然，这些熟悉的农活，也不是闭着眼睛
就能干好的。67岁的老廖还得当学生， 上课、
培训。不过这上课的课堂就开在果园里，公司
请来的农业专家在园子里手把手地教， 这样
的方式，老廖挺能接受。专家教的技术，也令
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他心服口服、大开眼界。

一年下来，老廖两口子务工有3万多元收
入，加上土地流转金，家庭年收入将近4万元，
摘掉了贫困户帽子，也减轻了儿女负担。这几
年，老廖眉头舒展了不少。

“村里像老廖这样的中老年农民，我们
全部接纳了，大概有六七十人，都安排在果
园干活， 年轻一点的就安排到工厂务工。”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凡超告诉
记者。

果秀公司是省内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主要生产销售柑橘、黄桃等罐头食品，产
品远销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沈凡超介

绍，近几年来，公司对接联系永州市零陵区邮亭
圩镇井皮洞、对塘坪村等56个村，建立“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 模式的果蔬基地8万亩，
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5000人(次)，促进农民增
收6300万元以上。 老廖所在的坪西村，48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已经脱贫47户。

但在沈凡超看来， 果秀扶贫并不是单方面
的给予。在他眼里，像老廖这样的农民，是果秀
最好的合作伙伴。

沈凡超说，作为涉农企业，果秀必须从源头
开始抓农产品安全质量， 抓好农业的上游产业
链，就得依靠村民。而那些“外出务工没人要”的
中老年农民，他们几十年的务农经验，正好派上
用场。

在果秀果园，公司、村民，实现了双赢。沈凡
超琢磨着，坪西村离永州市区不远，交通便利，
下一步可以发展观光农业。到时候，果园和“老
廖们”，都将有更多红利共享。

民营企业
有力量

贫困户老廖和他的
合作伙伴“果秀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