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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涛

春节刚过，银行大额存单成了香饽饽。作为
一度主要推荐给中老年人的理财产品， 如今受
到众多投资者青睐，甚至一经推出就被“秒光”。

所谓大额存单，是指金额较大的银行定期
存款，可以挂失、质押、开立存款证明等，已纳
入存款保险基金保障范围。目前湖南省内银行
推出的大额存单，起购金额一般为20万元，1年、
2年、3年期产品最为紧俏。

越来越多银行新推出的大额存单， 利率
“一浮到顶”，较基准上浮55%。监测数据显示，
1月大额存单利率均值除6个月期限的较基准
利率上浮49.62%外，其他期限均较基准利率上
浮50%以上。

居民为何热衷购买银行大额存单？
首先是对收益率的考量。银行理财已打破

刚性兑付，收益率持续走低，而大额存单却可
以提前锁住收益。如，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较基
准利率2.75%上浮55%，达到4.2625%。相较其他
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比较优势明显。

安全性是关键因素。大额存单通常实施按
月付息模式，每月固定支付用户利息，到期再
一次性兑付本金， 流动性和较高收益兼有，安
全稳定。 对于积蓄日益增多的居民来说，20万
元的起购金额并非高不可攀。目前一些银行推
出的50万元、100万元起购的大额存单，接近信
托产品门槛，也受到欢迎。

从本质上看，大额存单走俏还在于居民投
资逐渐回归理性。

“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
8%很危险， 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
准备。”诸如这样的投资警示，言犹在耳。早前
P2P网贷跑马圈地，年化收益率动辄10%至20%，
大量投资者狂热买入， 等到网贷平台频频崩
塌，来不及抽身者已伤痕累累。而曾经如过山
车般的股市，亦让不少投资者心有余悸。

大额存单热卖，居民存款回流，银行储蓄
多了，输出“金融活水”才有更多“本钱”。从这
个角度看，丰富金融产品供给，让民众拥有更
多稳健的投资渠道， 给予实体经济更大支持，
正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银行大额存单为何走俏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23万
余株， 这是省林业局近日公布的全省古树名
木数量。

省林业局局长胡长清表示，古树名木是祖
先留给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是活着的
文物、活着的历史，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一
个地方的绿色名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重
要价值。为保护好古树名木，我省于2016年3
月全面启动资源普查。

经过全省近5000名工作人员、 技术专家
共同努力，至2018年底，普查工作完成。结果
显示，湖南为全国古树名木分布较为集中的地
区，全省现有古树名木23万余株。其中，一级古
树1.7万余株、 二级古树2.7万余株、 三级古树
19万余株、名木0.1万余株。

胡长清介绍，目前，保护古树名木已成为
全省林业系统的主要工作之一，成为各地老百
姓的自觉行为。

保护活着的文物活着的历史

我省拥有23万余株古树名木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滕江江）中国银行业协会、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2月26日联合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
报告（2018）》暨“陀螺”评价体系结果显示，长
沙银行在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上的城商行中
居第11位。据了解，位居前三的城商行分别是
北京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

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
是国内第一个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商业银行
共同参与的评价体系， 包含公司治理能力、收
益可持续能力、风险管控能力、运营管理能力、
服务能力、竞争能力、体系智能化能力、员工知

会能力、 股本补充能力等9个方面32项评价指
标。2018年“陀螺” 评价体系共覆盖153家银
行，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17家（含国有大行和
股份制银行）、城商行73家、农村商业银行63家
（资产规模200亿元以上）。

作为我省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首
家上市银行，长沙银行以“湖南人的主办银行”
为战略定位，着力打造智慧金融、县域金融、绿
色金融、 科技金融四大特色战略品牌。 截至
2018年12月末，长沙银行资产总额达5266.3亿
元，资产质量良好，各项监管指标均达到监管
要求。

长沙银行挺进全国城商行11强
2018年末资产总额达5266.3亿元

春运进行时

通讯员 谢湘艳 朱琪瑞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今天，我负责现场作业，向天天负责
驻站联络，杨登宇负责现场防护……”2月
25日22时，怀邵衡铁路隆回站附近，何东
健开始组织开“天窗”前的班前布置会。
这是今年春运以来， 何东健的第21次开
“天窗”。

“天窗”是指不安排列车运行或调整、
抽减列车运行的时间段。 铁路设备单位人
员可以利用“天窗”进行施工和维修作业，
即开“天窗”。由于“天窗”点一般是在夜间，
何东健已经习惯了昼伏夜出。

今年24岁的何东健是中铁广州局集团
衡阳电务段邵阳高铁通信车间隆回通信工
区工长，主要负责工区内怀邵衡铁路的“天

窗”维修作业。
“天天，记得每隔3至5分钟就和防护员

联系一次，以便掌握现场情况，保证安全。”
准备开“天窗”前，何东健向工区的其他伙
计反复叮嘱安全生产事项。

“现在把工具清点一遍。”23时，何东健
和工友们身穿工作棉服、背着工具包、头戴
工作头灯，驱车前往开“天窗”地点。

隆回通信工区的5位小伙子， 全是90
后。当晚，他们的作业内容是对光缆、漏缆
进行巡检。

铁路线上的光缆、 漏缆分别承载着通
信及其他有线、无线通道，是巡检的重点。

23时50分，何东健打着手电筒，沿着线
路边走边检查， 不漏掉一处隐患。 走到
K140+080处通信井时，何东健发现通信井
的盖板出现了断裂， 有可能存在光缆被砸

伤的隐患。他立即和工友们仔细清理盖板，
并通知了工务单位。

“这要是盖板砸下来，可能会将光缆砸
伤而造成大通道中断这样的严重事故。”直
到清理完，何东健才舒了一口气。

“天窗点一般在晚上11点半到凌晨5
点，我们虽然在深夜工作，但是头脑可得保
持清醒。”26日凌晨4时许，“天窗” 作业完
毕，何东健和工友们铺开工具，根据工具单
反复对照清点。

“少一个螺丝钉都不行。” 何东健严肃
地说，任何一个物件遗落在线路上，都会给
高铁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今年春运以来， 衡阳电务段已为怀邵
衡铁路开“天窗”85次，发现整治各类安全
问题、隐患245处，确保了怀邵衡铁路安全
畅通。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曹娴）今年
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如何打？今天下午召开
的省生态环境厅例行新闻发布会划出重点。

今年我省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是：全
省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42微克/立方米以
下，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2.5%以上；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88.3%以上，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介绍，稳
步提升城市空气质量， 今年将深化工业大
气污染治理， 基本完成燃煤小火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实施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对全省涉气“散乱
污”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分类整治；开

展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加快老旧车
辆淘汰， 扩大老旧车和柴油货车的限行范
围和时段，加大闯禁处罚力度；推动各市州
建设完善的遥感监测网络， 年底前建成三
级联网的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我省今年将继续发起“夏季攻势”，以
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省级
环保督察发现问题、 国家审计指出的问题
为重点， 集中力量打好环境突出问题歼灭
战。

去年我省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整治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今年我
省将加强农村饮用水源保护。

为打造美丽乡村， 我省将建立健全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监督体系， 实施一批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项目； 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全面启动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创建。 实施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工程，推进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和自然保
护区突出生态问题专项整治。

推动“一湖四水”生态补偿。湘江流域
2015年开始推行水质水量生态补偿， 今年
将进一步扩大范围，在湘、资、沅、澧四水干
流和重要的一、二级支流，以及其他流域面
积在18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建立水质水
量奖惩机制。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曹娴）2018
年全面打响的蓝天、 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
战，“战绩”如何？今天召开的2019年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透露，2018年我省空
气优良天数增多，地表水水质达标率提升，
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可控。

监测显示，2018年，我省14个市州空气
环境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5.4%，比全国平
均优良率高6.1个百分点，同比上升3.8%；张

家界等5个市州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首次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实现零的突破。去年来，
我省实施大气治理项目735个，完成2582台
高排放公交车淘汰、7台30万千瓦以上燃煤
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全省345个地表水考核断面，Ⅰ～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4.5%， 同比上升0.9%，
其中， 国考断面的优良率比全国优良率高
出19个百分点；洞庭湖总磷浓度持续降低，

2018年总磷平均浓度达到0.069毫克/升，
已接近Ⅲ类水质标准。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可控。 目前已完
成4.2万个农用地土壤样点的污染状况详查成
果集成，累计完成71.4万吨超期贮存危险废物
处置，完成3000个行政村的综合环境整治。

2018年， 全省立案处罚环境违法案件
4378起，罚款3.24亿元，同比增长70%，移送
行政拘留357起、移送涉嫌污染犯罪55起。

今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如何打
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42微克/立方米以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2.5%以上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88.3%以上，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战绩如何
2018年空气优良天数增多，地表水水质达标率提升，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可控

深夜开“天窗”：保怀邵衡铁路安全

企业
生产旺
2月27日，洞口县经济

开发区昌冠隆体育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员工在生产足
球。该园区内拥有规模工业
企业61家， 以农副产品加
工、电子信息、机械装备、体
育器材等生产为主，解决了
1536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目前，园区内企业复
工率100%，呈现产销两旺
的好势头。

滕治中 摄

我省3年减伐林木1500万立方米
森林质量明显提高

�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刘勇）省林
业局近日发布，我省实施禁伐减伐三年行动计
划成效显著，2016年至2018年共减少林木采
伐量1500万立方米，减伐幅度达44.7%。

根据行动计划，禁伐范围包括全省境内的
国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以及铁路、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两旁第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共
涉及面积7986万亩， 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

41%。同时，对已经划定为国家、省部级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63个县市区，实施森林减伐，每年
在上年度采伐量的基础上减少林木采伐量
20%。

至2018年底， 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59.82%；森林质量明显提高，林分蓄积每公顷
达60.2立方米；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森林生
态系统功能进一步提升。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通讯员 冯诗倪
记者 李治） 长沙籍上市公司爱尔眼科今天发
布2018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80.15亿元，
同比增长34.4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10.09亿元，同比增长35.82%。

近年来，爱尔眼科在学科协同发展、医教
研一体化、分级连锁网络扩张、服务体系升级、
合伙人激励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

有大批一流眼科专家加盟，标志着公司的行业
地位和平台综合吸引力提升。

作为爱尔眼科的“拳头产品”，目前已有多
家医院的屈光业务呈现“量价齐升”的局面，这
一方面是公司实现了“全球智慧 全程定制”的
个性化技术服务， 全飞秒、ICL等高端术式占比
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是通过开展“口碑金矿工
程”，品牌美誉度持续上升，大量患者慕名而来。

爱尔眼科净利润破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