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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正群

“没想到政府真的帮我们解决了困难，太
感谢了！”4月10日，宝利德汽车有限公司奥迪
娄底店收到了一笔4.6万元的消防设施更换费
用，企业负责人韩冬感慨。

2018年1月11日，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松
山村突发一起山林大火。 宝利德奥迪娄底店
全员出动，与消防队员共同救火4小时，成功
扑灭山火。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灭火现
场没有公共消防设施， 救火使用的全部是我
们店里提供的消防设施。”韩冬介绍，为此公
司当月水费增至1.98万元；加之救火导致消防
管道产生裂纹， 次月水费再次高达1.92万元，

经相关机构评估维修费用在5万元左右。
韩冬说， 因当时不知道可以向政府申请

补贴，只能由全体员工自掏腰包垫付费用。
今年3月19日， 娄底市优化办组织开展

“深入100家实体企业征集100个营商环境问
题”调研。经走访了解到此情况后，市优化办
当天下午便召集娄星区优化办、万宝新区、万
宝镇和市水业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开会
协调。大家认为，企业勇救山火，保护了当地
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得到鼓励。

3月底，市水业公司主动为该企业减免水
费1.92万元。

4月10日，万宝新区、万宝镇筹资拨付4.6
万元，支持该企业尽快修复消防设施。该企业
也主动承担了部分水费损失。

多方伸出援手，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这
让韩冬极为感动：“去年来娄底投资兴业，宝
利德的选择对了，我们将扎根娄底！”

据娄底市优化办介绍，今年我省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娄底围绕此主题，于今
年3月在全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调研， 针对企业
的“最烦”“最痛”“最怕”和“最盼”，实地走访了39
家企业，与78位企业代表举行座谈。接下来，市
优化办将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简化流程、优化
服务、提高效率、惠企便民，创造一流营商环境。

记者从省优化办了解到， 我省今年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以来，各地积极
围绕“我为营商环境建言献策”“优化营商环
境创新试点”等主题开展了系列活动，正全力
将湖湘大地打造成投资创业的福地。

刘永涛

省内一家创业型生物科技公司， 因抵
押物不足，辗转多家银行无法获得贷款。最
终，该公司通过释放股权而获得直接融资，
缓解了资金需求燃眉之急。

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之外，通
过股权、企业债券等渠道获得直接融资，是
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式。从市场需求看，
直接融资规模亟须扩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一组数据显
示 ， 今年1月 ， 湖南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1482.3亿元，其中，间接融资规模1390.6亿
元，直接融资规模64.6亿元。新增直接融资
构成上，企业债券融资64.4亿元；股票融资
新增0.2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
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
指标。不难看出，我省实体经济仍主要依靠
银行机构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规模整体占
比不高，特别是股票、债券、股权等渠道融
资所占比重有限。

上述生物科技公司遭遇融资难的现
象，并不少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的海量融资需求，与重抵押、担保的银行风

险控制冲突一时难以消弭， 补齐直接融资
短板，是深化金融服务的重要举措。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健全多层次资本
市场是关键。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等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对挂牌企业的经营成果、资产规模、财
务状况等要求相对较低， 是中小微企业获
得直接融资的有效渠道。

以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为例， 我省将湖
南股交所列为重要抓手和平台， 推动其为
区域内的企业提供规范治理以及股权、债
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 。 目前挂牌企业逾
3410家，累计实现各类融资803.11亿元 ,挂
牌及融资来势向好， 但纯股权类融资占比
仍然偏低，与广东、上海等省市相比还有不
小的差距，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根据我省实际，以农业“百千万”工程
和“资本市场县域工程”等为切入点，在服
务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和重点产业发展、
聚焦金融要素供给、建立上市梯队等方面，
加大直接融资的探索创新力度， 当是迫切
的现实需要。

此外，科创板推出在即。我省相关部门
要引导相关企业，抓住机遇，创造条件，敲
开科创板的大门，增添直接融资的新渠道。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通讯员 高慧 记

者 孟姣燕）今天，2019湖南省红色旅游五好
讲解员培训班在湘潭举行开班仪式。首批长
株潭片区80名红色旅游讲解员参加培训。

湖南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我省高度重
视红色旅游发展。自2004年以来，连续举办
15届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节； 从2015年至
2017年， 连续3年举办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
流系列活动和自驾赴俄游活动，打造从毛泽
东家乡到列宁家乡中俄红色国际自驾游精
品线路， 开通长沙直飞莫斯科旅游航线；推
出了一批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湖南红色旅游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8年，我省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五好

讲解员建设行动试点单位。目前，我省针对
游客、学生、党员群体精编三类讲解词，抓好
10家试点单位及100名五好讲解员和1000
名志愿者的培训。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献春表示，培养
一批“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
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红色旅游五好
讲解员，为湖南文化旅游人才培养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让红色旅游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新课堂。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邓道理）4月10日起， 根据省市发改部
门文件精神，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含黄龙洞、宝峰湖）对14周岁以
下儿童等特殊对象实行免票。

据了解， 与以前规定相比， 此次武陵源
（含黄龙洞、宝峰湖）进一步扩大门票价格优惠
范围，免票对象除了14周岁（不含14周岁）以
下的儿童外，还包括65周岁（含65周岁）以上

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另外，对14周岁（含14周岁）至18周岁（不含18
周岁）未成年人、60周岁（含60周岁）至65周岁
（不含65周岁）的老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下学历在校学生，实行半价优惠。

目前， 武陵源核心景区执行旺季价格
（每年3月—11月），全票价格225元/人（含环
保车），连续4天有效；黄龙洞全票价格100
元/人，宝峰湖全票价格96元/人。

企业勇救山火受损
政府协调多方伸援手

谈经论市

直接融资短板亟须补齐

张家界武陵源
对14周岁以下儿童等特殊对象免票

更好地释放红色旅游的魅力

我省培训红色旅游讲解员

湘江基金小镇美丽初现
4月10日， 湖南金融中心湘江基金小镇一期项目建设现场，13栋低密度建筑主体已

完工，开始进入内外装饰阶段。该小镇一期项目建设占地面积约3.0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金融广场、金融长廊、小院办公、小镇客厅四大特色金融配套与滨水低密度生态办公群，
计划6月全部完工交付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解婷）今天，由湖南湘江智能科
技创新中心、嬴彻科技联合主办的中国
干线物流联合创新中心伙伴大会在长
沙召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长沙智能
驾驶研究院、财信集团等成员单位齐聚
一堂，共同研讨自动驾驶干线物流最新
发展趋势。据悉，这也是该中心成立以
来的首次伙伴大会。

中国干线物流联合创新中心于2018
年在上海成立，聚集了包括嬴彻科技、福
田汽车、 一汽解放等15家来自干线物流
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企业， 旨在聚集产
业智慧， 加速商用车自动驾驶技术的产
业化进程，推进物流行业的效率提升。

会上，作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的运营单位，湖南湘江智能
科技创新中心与嬴彻科技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在物流领域的
资源、数据、技术等优势，持续共建优化
自动驾驶干线物流测试用例场景库，推
动自动驾驶与干线物流的深度融合及
行业标准建设。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嬴彻科技的加入及众多业界企
业的关注，将为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长沙打造更多自
动驾驶干线物流示范场景，加速推进自
动驾驶商业化落地。

当天，中国干线物流联合创新中心
自动驾驶测试用例平台正式启动；湖南
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重汽、则
一供应链成为该中心新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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