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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李杜）湖南存款余额突破5万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
露，2月末， 我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50674.7亿元，突破5万亿元大关，经济金融
实力再上新台阶。

我省存款总量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
2008年6月，我省存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大
关；2012年2月，突破2万亿元大关；2014年
9月，突破3万亿元大关；2016年6月，突破4
万亿元大关。

存款余额再次突破整数关口至5万亿
元，历时32个月。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加

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历时虽较从3万亿元
突破至4万亿元的21个月有所延长， 但仍
处于较快增长区间。

同时，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持续提升。
2018年末，湖南存款余额占全国的2.68%，
比2015年末提高0.09个百分点；2016年以
来湖南存款年均增长10.6%， 快于全国平
均水平1.3个百分点。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份额稳步扩大。今
年2月末，湖南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达1.66万亿元， 占全省存款余额的32.8%，
市场份额比2015年末提高4.6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 我省存

款实现历史性突破， 主要得益于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2018年， 全省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3.64万亿元，居全国第八位，排名较上
年提升1位，为存款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带
动居民存款增长。今年2月末，住户存款余
额27756.9亿元， 占全部存款的54.8%，比
2015年末提高2.9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存款
增长的主力军。2018年， 全省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5241元，较2015年增长30.6%。

此外，广义政府类存款、非金融企业存
款平稳增长， 也是我省存款余额创新高的
重要支撑。

黄利飞

近日， 湘股飞鹿股份股东宁波聚贝投资因
违规减持，收到了湖南证监局的警示函。2018年
10月至2019年1月，宁波聚贝投资合计减持飞鹿
股份股票361.25万股， 减持后持有飞鹿股份的
股份比例由7.24%下降至4.27%。

上市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称为大
股东， 大股东增持减持股票会对二级市场造成
较大影响，故证监会发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定，以
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利益。

宁波聚贝投资作为飞鹿股份第一大流通股
东，在持股比例下降到5%时，未及时向深交所
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也未在
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停止卖出飞鹿股份，违
反了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减持， 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为了规范股东减持行为，2017年5月，证
监会发布了被市场视作 “史上最严” 的减持新

规，“剑指” 上市公司股东清仓式减持、 精准减
持、过桥减持等市场乱象。

新规实施以来，股东减持进一步规范，但违
规减持仍时有发生 。2019年来A股一路扶摇直
上，急于在高位“抽身”而违规减持的现象，更有
明显加剧趋势。

为何违规减持屡禁不止？违规收益高、违规成
本低，是不少股东敢于“火中取栗”一大重要原因。

目前，针对违规减持的监管措施，主要还停留
在书面警示、通报批评等“喊话”层面；即便有经济
处罚， 罚款也只是收益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
一。如宁波聚贝投资此次违规减持，合计套现超过
3600万元，处罚仅是警示并计入诚信档案。

有效打击违规减持，处罚力度仍需加强，监
管部门可进一步出台政策， 如规定违规减持者
所得收益全部上缴投资者保护基金； 或要求减
持者“回购”所减持的全部股份；造成投资者损
失的，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等。违规减持成本足够
高，大股东违规减持时才不会“有恃无恐”。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莫众）3月18日， 湖南发展集团召开党员大
会，明确提出将集团打造成具有竞争力、影响力
和投资服务力的省级国有企业集团。

2018年，湖南发展集团坚持改革发展两手
抓，实现营业收入12.86亿元，同比增长11.01%；
实现利润700余万元， 一举摘掉多年亏损企业
“帽子”，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湖南发展集团拥有全资子公司8家、 控股
子公司2家、参股公司30家，经营范围涵盖健康

养老、水电、土地开发等多行业，企业规模效益
和资产质量稳步提升。

湖南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建华
表示， 集团将坚持做强主业， 坚持改革创
新，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实现业
务结构优化提升、运营质效显著提升、企业
活力明显提升。 到2024年， 主业的资产占
比、对营收和利润贡献率都超过 70%，形成
主业突出、 其他产业围绕主业协同发展的
良好格局。

谈经论市

别让违规减持者“有恃无恐”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陈淦璋）尽管
商品房销售降温， 但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未“转
凉”。 原本于3月21日挂牌截止的长沙市004号
地块， 受到市场追捧， 于今日上午提前达到
14.9775亿元的最高限价而“熔断”。据了解，其
每平方米12900元的住宅（毛坯） 最高销售价
格，也刷新了长沙市“限价地”的单价纪录。

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告称，截
至今日20时，该宗“限房价、竞地价”地块共有
21笔出价记录。该宗地“熔断”后，将于4月1日
在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摇号决出最终竞
得者。

位于岳麓区滨江新城片区的[2019]长沙市
004号地块，出让面积57387.27平方米，为商、

住用地，容积率≤3.58，挂牌起始价13.5594亿
元，最高限价14.9775亿元，住宅（毛坯）最高销
售价格为每平方米12900元。根据要求，该宗
地建筑限高150米，项目建设须符合安居型住
宅管理有关要求，144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户型
不少于60%，优先首套刚需群体购买。挂牌起
始时间为3月11日，挂牌截止时间原本为3月21
日。

业内普遍认为，该宗地的地理位置优越，周
边配套成熟，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同时，该宗地的起始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6600
元，“熔断”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7300元，相对
于每平方米12900元的住宅限定售价， 还有很
大空间。

长沙滨江新城热门“限价地”受追捧
21家开发商竞拍，提前一天达到最高限价而“熔断”

湖南发展集团扭亏为盈

5万亿元，湖南存款余额创新高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的金
融运行数据显示，2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8029.4亿元，同比增
长14.4%；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3个百分
点，比上月末下降0.4个百分点，各项贷款
增速小幅回落。

分期限看， 短期贷款当月净下降。2月
末，全省短期贷款余额8355.1亿元，同比增
长12.6%；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
点，比上月末下降1.1个百分点。

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2月末， 全省中
长期贷款余额28436.6亿元， 同比增长
13.4%；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5.9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下降0.5个百分点。1-2月新增
1045.7亿元，同比少增141.4亿元。

分主体看， 住户贷款当月净下降。
2月末， 全省住户贷款余额 13572.6亿
元，同比增长 20.0% ；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0.6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下降0.7个
百分点。

2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
款余额24351.6亿元，同比增长11.5%，增速
比上年同期下降2.4个百分点。

2月末全省贷款余额超3.8万亿元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长沙海关19日发布了湖南
省2018年进出口商品抽检监测情况。监测
显示，2018年长沙海关累计对429批进出
口商品进行抽查检测， 共检测出不合格样
品109批，不合格率25.4%。其中进口样品
不合格94批，不合格率29.8%；出口样品不

合格15批，不合格率13.2%。
根据监测结果分析。 进口产品中，进

口食品接触制品、 电饭锅、 空气净化器、
防水性服装、吸湿速干服装、抗紫外线服
装等类别抽样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不合
格情况主要有： 进口电子坐便器存在没
有中文说明书或一般说明标签， 电气安

全不合格情况；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存在
无中文说明书或说明标签， 剪切强度不
合格等情况，6批不合格的进口汽车用制
动器衬片分别来自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
等国；成人服装标签不合格，工字扣脱落
不合格；背提包标识、色牢度和振荡冲击
性能不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进口旅行
箱包振荡冲击性能不合格； 进口鞋类的
色牢度、 耐折性能和帮底剥离强度不符
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我省进口商品抽检不合格率近三成

长沙气温
突破30℃

3月20日， 长沙市
五一广场，市民或脱下
外套、 或穿着清凉出
行。当天，长沙城区最
高气温突破30℃，让街
上行人提前领略了夏
日的“狂热”。省气象台
预计， 本月21日到23
日，湖南大部分地区气
温降幅可达12～14摄
氏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