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
悉，截至8月10日，今年长沙警方共破毒品
刑事案件738起， 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
1261名，缴获各类毒品折算海洛因126.8公
斤，查处吸毒人员6418名，其中，强制隔离
戒毒1517名，社区戒毒1390名，禁毒工作
成效显著。

今年6月，长沙市禁毒委员会、市公安
局联合发起百万市民禁毒有奖签名活动，
并建立集禁毒倡议、 禁毒知识和涉毒举报

等功能于一体的网上禁毒宣传教育阵地。
活动开展以来，参与网上禁毒签名，接受禁
毒宣传教育人数突破200万人。 涉毒举报
模块自上线运行以来， 接到相关涉毒线索
60余条，抓获涉毒人员37名。

目前（长沙）禁毒教育基地共接待各类
参观人员3.8万人/次。 全市共组织开展各类
宣传活动1200场/次， 印制禁毒宣传资料
200万余份，悬挂横幅标语10万余条。 全市
170个乡镇（街道）均建有禁毒宣传角，上万
个居民小区设立禁毒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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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
的湖南金融运行情况显示，7月末， 全省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79.6亿元，同比
增长5.8%，增速回升。 1-7月新增存款2677.7
亿元，同比多增573.6亿元。

据统计，全省住户存款增速稳步上升。 7月
末，全省住户存款余额27835.7亿元，同比增长
11.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 1-7
月新增2447.3亿元，同比多增877.6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当月同比多增明
显。 7月末，全省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024.3亿元，同比增长4.6%。 与此同时，非金
融企业存款呈净下降态势。7月末，全省非金融
企业存款余额12567.6亿元， 同比增长-4.6%，
已连续15个月维持负增长。 财政性存款同比
少增。 7月末，全省财政性存款余额1252.6亿
元，同比增长-6.9%。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
的湖南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7月全省各项
贷款新增3699.8亿元，同比多增647.7亿元。 7
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40285.4亿元，同比增长15%。

分期限看，7月末， 全省短期贷款余额

8949.9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3.3个百分点。 全省中长期贷款余额
29824.2亿元， 同比增长13.3%；1-7月新增
2433.3亿元，同比少增8.6亿元。

票据融资同比多增。 1-7月，全省票据融
资新增407.9亿元，同比多增366.4亿元。 其中
7月新增47.9亿元，同比多增5.4亿元。

分主体看 ，7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
14538.4亿元， 同比增长18.4%。 1-7月新增
1265.8亿元，同比多增10.8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当月同比少
增。7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
额25630.1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何飞洁 邱杨雨生） 狠抓中央扫黑
除恶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彻查严惩
“保护伞”，以“打伞破网”断根；重拳出击整
治“村霸”，助力夯实基层政权。 今天，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全省
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最新情况。

今年6月11日，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
向我省正式反馈了督导意见。指出了“金融
等重点领域问题比较突出”“‘套路贷’等新
型案件的办案质量仍需提高”等短板，提出
了“基层组织建设仍需加强”的工作要求。

对此，全省法院强化政治担当，由三级
院长带头抓整改， 省高院派出专项督查组
深入益阳、常德、岳阳、永州、怀化、衡阳6个
市两级法院开展专项督查， 依法打击非法
高利放贷， 铲除金融领域黑恶势力。 一方
面， 积极参加公职人员非法投资获利专项
清理； 另一方面深挖彻查为黑恶势力充当
关系网、“保护伞”的公职人员，将“保护伞”
线索摸排纳入审判执行全过程。 持续加大
对“黄赌毒”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通过判

处财产刑， 没收违法所得， 铲除其经济基
础；加大对强揽工程、敲诈勒索黑恶势力的
打击力度， 铲除把持工程建设的市霸、行
霸，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积极配合开
展全省村支两委班子成员专项排查整顿
“回头看”行动，着力夯实基层政权。

截至8月16日， 全省法院一审结案率
为83.4％，二审结案率为88.9％，一二审结
案率较督导前分别提高8.1个百分点和8.9
个百分点， 重刑率明显高于同期普通刑事
案件；摸排移送黑恶犯罪线索691条，发出
司法建议219条。

下一阶段，全省法院将严格贯彻中央、
最高法院和省委决策部署， 按照“深挖根
治”的阶段性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案件审理
“法律战” 主力军作用， 在大要案件攻坚、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巩固整改成效方面
持续发力，以整改实效迎接中央督导“回头
看”检验。

当天， 全省法院对一批涉黑涉恶案件
集中宣判， 这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省法院第九次集中宣判。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汤浩
王斯人 记者 奉永成 ）今天，湖南中益坤
贸易有限公司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从
农行长沙分行申请到了100万元贷款，
缓解了公司资金周转难题。 为缓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农行长沙分行
跟税务部门合作推出“纳税e贷”，目前，
已为长沙市上百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
6000万元。

“纳税e贷”面向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纳
税信用等级分A、B、M、C、D五级） 以上的
小微企业，以企业的缴税信息为依据，结合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往来结算、工商、征信
等数据信息， 由系统自动计算出可贷款额
度，可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随借随还，
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 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均可享受农行湖南省分行的普惠贷款
优惠利率，目前，利率仅为4.56%。

“打伞破网”断根 重拳整治“村霸”
湖南法院以整改实效迎接中央督导“回头看”

全省各项存款增速回升
住户存款增长明显

前7月全省贷款新增3699.8亿元

截至8月10日共缴获毒品海洛因126.8公斤

长沙晒出“禁毒成绩单”

农行长沙分行推出“纳税e贷”
小微企业凭缴税信用最高可贷300万元

黑木耳
“金”产业

8月15日， 宁远县舜
陵街道麻池塘村， 村民在
接种黑木耳菌种。近年来，
该县大力发展黑木耳种植
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脱贫。
目前， 全县种植黑木耳
1000余亩，年产值5000余
万元。 黑木耳已经发展成
为当地“数村一业”的富民
产业。

乐水旺 摄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段婧轩）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获悉， 我省自实施“互联网+施工图审查”以
来，施工图审查平均总用时逐步下降，审查效
率进一步提升。 根据省政府部署安排，我省将
继续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提升施工图
网上审查效能。

我省于2016年取消施工图审查服务费，

实行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 2017年1
月，全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开始试运行，
施工图步入数字化审查时代，住建、消防、
人防三部门施工图“多图联审”也于2018年
启动。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施工图管理信
息系统用户22526个，涵盖各级住建、人防
部门、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审查机构
等，线上申报项目16956个，上传图纸共307

万张。
我省将多方发力， 进一步提升施工图网

上审查效能。 强化全过程总用时管控，压实三
方责任， 规范施工图审查流程， 督促建设单
位、勘察设计企业、审查机构限时完成审查。
做好审图工作“加减法”，即“做好减法”，缩短
审图时间，简化申报要件；“做好加法”，全面
强化监管， 建立勘察设计企业和审查机构的
准入和退出机制。 加
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落实
区域评估、 告知承诺
制、中介服务等任务。

图纸网上“跑” 效能再提速
湖南深化施工图审查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