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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今天披露， 截至4月末，全
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606.5亿元，
同比增长8.3%，较年初新增631.2亿

元，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民营企业
贷款余额9206.2亿元， 同比增长
11.5%，较年初新增351.2亿元，同比
多增246.5亿元。

与“量增”同步的是“价降”。

统计显示，目前我省小微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5.95%，较去年6
月末下降0.4个百分点， 总体呈
下降态势。 此外，在全省6.2万户
获得授信小微企业中，单户授信

1000万元以内的小微企业户数
占比83.5%。

截至5月20日，全省民营企业
累计发债38亿元， 发行量位居中
部六省首位。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一个走访摸实
情、两项政策强引导、四条措施扩投
入、一项倡议降成本。 今天，我省召
开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升年
“1241”专项行动推进大会，力促银
行机构“愿放贷”“敢放贷”“会放贷”，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要求，“一个走访”是指“千
户民企大走访”， 对全省1000家左
右民营和小微企业集中开展走访，
访需问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两项政策”是指“MPA评估
优结构”“政策工具全覆盖”， 通过
宏观审慎评估单列小微企业信贷
政策考核分数， 推动再贷款等货

币政策工具对符合条件的法人金
融机构全覆盖， 引导银行扩大民
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

“四条措施”是指“百家示范优
服务”“百佳案例树典型”“债券融资
破‘双百’”“跨境融资‘直通车’”，通
过创建100家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示范窗口，评选100个民营和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优秀案例， 支持优
质民营企业发债突破100亿元，支持
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
融债突破100亿元，为民营和小微企
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一项倡议”是指“百行倡议降
成本”，通过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组织100余家成员单位发出
“降成本”倡议，落实为民营和小微
企业降费让利的政策要求，2019
年底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同比下降。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省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100余家银行成
员今天在长沙发布倡议书： 深化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推动
我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
资成本下降。

根据倡议， 我省银行机构要
用好用足人民银行再贷款、 再贴
现、 定向降准等金融支持政策，
2019年底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同比下降。 加大续贷政
策落实力度，降低企业“过桥”资
金成本。

以“量增”促“价降”。优先保障
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规模， 单列
民营和小微信贷计划， 力争小微
企业贷款户数、 投放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增长， 带动整体融资成本
降低。

杜绝不合理收费。 坚决杜绝

直接或变相通过以贷转存、 存贷
挂钩、借贷搭售、延长融资链条等
行为， 切实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
贷款综合成本。

减少融资附加成本。 创新线
上、线下纯信用贷款产品，降低企
业担保、抵押登记等费用支出。 依
托核心企业， 为上下游小微企业
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批量缓解
我省重要产业链相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报告，巡查发现溇水河道有一艘渔
船搁浅抛锚，船上有一名渔民被困，请迅
速救援！ ”

“迅速做好救援准备！ 请消防中队、
气象、 水文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立即赶到
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 ”

5月23日，一场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在
慈利县零阳镇永安村澧水和溇水交汇处
进行。虽是演练，却不亚于“真刀真枪”的
抢险。

前期，溇澧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澧水
干流慈利县城河段水位陡涨， 河面水流
湍急，防汛形势严峻。 根据天气预报，近
期慈利还将有大量降水，为防患于未然，
才有了这场500多人参与的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 经过无人机多次上空回
旋，确定最佳救援区域后，投放安全绳、
救生衣，渔民急忙穿戴救生衣、绑好安全
绳……最终，被困溇水的渔民成功获救。

水上的救援，争分夺秒，惊心动魄；

岸上的转移，紧锣密鼓，紧张有序。 为及
时疏散转移人员， 零阳镇永安村及太坪
社区工作人员一边通过手摇报警器、铜
锣、口哨发出预警，一边挨家挨户查看，
并快速组织受威胁人员按紧急转移路线
指示牌向临时安置区有序撤离。 在不到
10分钟时间里，全部村民得到安全转移。

与此同时，在慈利县大市场安置区内，
9顶帐篷搭建整齐，村民们纷纷排起长队领
取“救灾”物资，仿若真的遭遇到了洪灾。

“有备无患。 ”刚刚领到“救灾”物资
的永安村村民郑成美， 全程认认真真地
配合了整场演练。 现年79岁的她曾两次
遭遇大洪水的折磨，“演练让我知道在再
次遇到这种情况时， 怎样才能把危险与
损失减到最小。 ”

据了解，此次应急演练分为“水上巡
查作业”“疏散转移人员”“安置群众”“抢
筑子堤”和“人员搜救”5个科目，旨在通
过实战切实做好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
作，检验防汛救援实战化水平，及时应对
汛期突发事件。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马宁）去年年底投产的西气东输三
线长沙支线，管道途经山区、穿越湘江、
水库泄洪区，尚未经过汛期检验，存在发
生洪灾的安全风险。 为了提高汛期天然
气管道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天然气管道
安全，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长沙管理处结
合中石油近期开展的油气长输管道建设
及运行安全升级管理活动， 于今天组织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假想长沙支线因泄洪在望
城末站AB003+3#桩发生汛情，楠竹山水
库、 禾峰水库泄洪将横穿排水渠的管道冲
刷至裸露，危及管道安全平稳供气，必须立
即抢险。 演练从收到险情信息、信息上报、

启动抢险预案、制定方案、各部门人财物到
位、进行现场施工等一系列工作后，历经3
小时， 圆满完成抢险工作。 演练从实战出
发，按实际抢险完成，保证演练的真实性，
真实检验抢修人员的应急抢险能力， 为管
道在汛期安全平稳供气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从长沙管理处了解到， 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
道公司以“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为主
题，对天然气管道日常工作进行升级管理，
在工程建设、管道日常管理、生产设备管理
等方面加大巡检时长、加大资源投入，加强
管道第三方施工管控等措施， 全面提升管
道安全平稳运行水平， 确保对湖南全省的
天然气供应。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黄利飞）
2019年全国粮食科技活动周近日在南
京启动，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授牌，
湘企克明面业成为“国家粮食产业（小麦
面条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全国粮食行
业另还有南京财经大学、 安徽燕庄油脂
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被授牌成为“国家粮
食产业服务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粮食产
业（芝麻加工）技术创新中心”。

克明面业“国家粮食产业（小麦面
条制品）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在全国范围内首次评定
的小麦面条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充分
肯定了克明面业在粮食行业技术创
新、 带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

克明面业是“中国面业第一股”，多
年来注重面条工程化技术的研究和创新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在挂面
生产工艺上， 克明面业已获得国家授权
专利81件， 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3项，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我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大幅增长
4月末民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1.5%、8.3%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卢小成）今年6月，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将以危险化学品安全
为重点， 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今天，来自
全省14个市州的200余家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代表在益阳集结，共同
发起“文明安全行车承诺活动”倡议。

我省道路危货运输从业人员近2
万名。 近年来，我省通过开展道路运
输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停运整顿车
辆1313台，依法关闭取缔企业32家，
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隐患大幅下降。但
由于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规模仍
以“小、散”为主，市场集中度较低，仍
需加大安全监管和行业自律。

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我省道路运输行业将于6月开展
“百、千、万文明安全行车”为主题
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即，组织开
展百名文明交通安全宣传志愿者
选拔活动、 千名营运车辆驾驶员
文明安全行车承诺书现场签名活
动、“文明安全行车，我承诺，我接

力”微信公众号万人接力活动。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张智

勇介绍，此次发起“文明安全行车
承诺活动”，希望在行业内强化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发生， 并借此推进道路
运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省正利用信
息化手段创新道路危货运输监管。今
年年底前，我省将建成危货运输安全
监管系统，并实现联网试运行。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通讯员 夏喜
衡 记者 陈薇）日前，由雪峰山旅游精心
打造的“溆浦茶马古道：重走红军路”作
为唯一的红色徒步线路入选“2019年怀
化十大最美徒步线路”评选，网络投票异
常火爆。

革命老区雪峰山腹地的溆浦， 红色
教育资源十分丰富。 这里是中共早期著
名活动家、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杰出领导
者、 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的
故居和早期革命活动地方； 贺龙率领的
红二六军团曾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北上抗
日的足迹，溆浦3000男儿跟随红军踏上
了长征之路。至今健在的百岁老红军、贺
芳荠将军正是在茶马古道的凉茶亭参加
红军的；1945年抗日战争最后一战雪峰

山会战期间， 这条路也成为一条最繁忙
的支前路。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
明介绍，近年来，公司精心组织文史工作者
和专家学者， 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和革
命故事，投入2000余万元修复了茶马古道
沿线的警予劝学教场地和红军路、红军亭、
红军临时野战医疗山、 红军长征途中扎营
的祠堂、训练营地，尤其是红军古村古寨、
红军石板桥、红军井、红军亭以及抗日烈士
陵墓等， 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
线路， 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和体验革命先辈激情岁月。 重走
长征路、红色研学游、党团活动等红色教育
之旅， 已成为雪峰山旅游一张响当当的红
色名片。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蒋浩）“很多小微企业
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 对银行贷款
流程也不熟悉，因此，针对小微企业
的融资产品需尽量简单。 ”交通银行

湖南省分行近日在长沙高桥大市场
举办“线上抵押贷”发布会，践行普
惠金融， 让小微企业主扫二维码就
能办理贷款。

期限短、金额低、频率高、时效性

强，是小微企业融资的普遍特点。 交
行“线上抵押贷”产品依托互联网技
术，通过大数据模型实现快速房产评
估及贷款申报流程，“线上评估授信
审批+线下标准化核实调查”相结合。

企业主无需前往银行申请，扫描二维
码通过手机上传房产抵押物等信息，
实时反馈评估价格和可贷金额，最高
可贷到评估价的七成额度。

与普通的小微融资产品相比，
交行“线上抵押贷”除了贷款额度
高（最高可达500万元）、 期限长
（最长可至5年）外，还具有随借随
还、无评估费用等优势。

“愿放贷”“敢放贷”“会放贷”

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加码”

用足金融支持政策，杜绝不合理收费，银行业倡议———

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200余家危货运输企业倡议“文明安全行车”

扫二维码就能申请贷款
交通银行将“抵押贷”搬上手机

西气东输长沙管理处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确保天然气管道安全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险”

克明面业成为全国粮食领域
技术创新中心

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授牌首次评定的小麦面条
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雪峰山红色旅游线路成“名片”

退耕还湿
护生态
5月23日， 村民在

衡东县新塘镇国家湿地
公园除草。 近年来， 该
县大力开展退耕还湿工
作， 通过人工湿地构
建、 湿地恢复、 耕地种
植结构调整等措施， 科
学实施退耕还林还湿。
目前， 新塘镇已实行退
耕还湿面积684.56亩。

曹正平 周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