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要闻 10

!!!"# !"#$$%&'()*+,-./012345678

!"#$%&'()*+,-.

!"#$%&'(!")*+,-./0!"(1234!

5"678
9:;<=>?
@A "BCDE
FG#H:IJ!

K"6789LMNOP:QRSTUOVWXY!

K"6789Z[\]^889_`Jabcd
efghi:jklmno$d[p6lmnoq%r
sO_t&uJvmnoOw67_t#8x!

K"6789! 'y+z{|K"6789}~(

! !"#

!"

! ! ! !!"#$%&'()*+
,-./(0123#45

678-9:;<=>?,-/(@
ABCDEF;GHIJK ,-/
(LMNOPQ;RSTUVWK
,-/(XY#Z[\]^_``

abc"d efghi,jk
;lmd inopqrstuvw
;xyz

{|};lm~�d q�$%
�,q�q�;��}�($%�
�;���z�{��q��m�d
q����&;��}�[�Dq
�$%�~��u|}���;a
�z

�Dd -f����}��D
 |}¡¢;£¤¥¦§d q��,
¨©;uª��}�;«%d ¬
,®¯�;°±z

���q�;«%d q�;�
�}�d²³´µ�¶z·¸7¹º7

»¼7½¾7l¿ÀÁdÂq�Ã,
���&;��}�+

"#$% Äd Å(ÆÇÈÉÊË
&' ÌÄ;ÍÎz

c"d ÅÏ_ÐÐÑ�®^¢
Ò���ÓÔÕÖ×H; XqØ§
$%ÙÚz

Å(ÛÒ�ÜÝÞd ß%àá
; c"��}�§Èâãä]å;
æSz

"'$% Ädçv(c"��}�
èé;êëd ìíîDÒ�«%}
�X¶;ïÄz

#"

! ! ! !�bc"%ðñòóôõö�
>÷;c"øñùúûd üÖýD
ãc" þÿ§;!"Ñ�z

�#^;c"|}$d #Í%
;�&'(çv)*¢�jk|}
¥¦d +,;-.'/¿01k~
23u;¢�4&}�567z

8Ûd Ò9(c"��}�;
�:3u;Ñò<=;Ñz

>²Ä~d?Ëö@q$ABC
@¢DùúIJ^_ÁÑ�Eùú
;@á'd c"ùú'/;á'F
8GHEIJd KLãMN;-O
Pz

Q*R-OPòSOPwéT
Ú+

ßU�UV c"%UWXYZ
[F\d c"]^_ ̀ a¢DC
bVcd¢efgVJ\c"hª§
;ijdÛk]ùúl�VÆÇùú
H\Vmnùú-oVpqùúrs
ÁtuÞvwd�xd?Ëß%àá
c"��}�d y¯¨zùI�H
3u{|ÁtEd &ý}ùúy~
«%��A }ùúk]«%��;
Xfgz

ß%àá;c"��}�Å(
Ò�ij;H8z ��}��<
=d��¯��;3uç}2:�d
ýD«%ùú^q.j,��;
�z

ÒqÄ^d c"��}��ã
�k ÕX�§z

if��ã�Õ�¢D�&�
�Õ�����������c"
��}�����d ç��ã�;
|}.z

 ¡¢£¤¥¦W�L; �
�ùú��§§dR¨Þ;©1vª
« ()*+,-¬±® °̄§z

if3uãc"V±²³|}
.d Êu|}$d ´µ%¶·¨;
 . �§d>¸¹º»©1d¼½ãc

"-��¾¿z
ifÀ¢eIJÁÂÃÄÕÅ

��Æ Ç̄?7ÈÉÊËÌ¢£¢V
ÍÎ���ÏÐÐÐ^[Ñ3ÑÒÓ
ÔJ3dÛ % �«%ÈJÕ¢Ö3z

$$ × " ¤Ø $/ ¤d ifÙ]
ÚÛÜÝÞßàáâVãàáâuä
3u``

$"

! ! ! !>åÄd c"-;ùúrsg
æ¿ÛvçÑ3Úz

Ëè(éêV Ë$;ëìò¾
íd îxïððÊ�lñòòóà
ôz

ïÄ % × $0 ¤Ø % × "1 ¤d
�õÕöV÷À %2 ø��ùúûÓ
Õü;ý¢½¾þÿê!|}Ó
"#$%&ÌÛc"BC@¢Dùú
IJ^_'3 % ;d ;;½(d
q)*±z�kg1Û�+V,dm
-.¾/0122v3¹èz

wrÑd4ïÄ 3 ×dþ56�
}Õ�78�9:%~îc"|}
$3uÍdvìc"g1¾Ï¯;d
<=V>?V@ABØCDV¨EV�
Õ�;g1W°FãË~z

F®c"cd��;GéH~
HHd c"¯òIJ;%;¿H~
Hò��wéd Ò9,®1k;I
JKVL}MNOP¯'QROdS
T�UV�WhV þ¥ZOÁ��ú
;|}eW�c"<Û3u¤SF
9z

Ò(q�«%X;XYd ¿(
Ò�«%%¶XZ;H8z

efV5}[��}d (\
Z¶nîãqSmÍ;l£]
±z^gxï;3u;5d_í``
abb+_Ïc;ded �Sfg
Þ~hh©q;��}d ijË·
ÓVkÓl(b_1;mnòoOz

 c"%¶jpg1qrd)*
Ístuvd)*ÍstSfdif
Wj,wxz§Ò(�k¢�}�~

23u;c z
�y��&}�òc"��}

�;Æzd }{¥||}eÊ��
�}H8uc"ÈÉ;«%X;z

ÛïÄd c"��}�òàá
â~}}�Æz3uÐÐÐ��^[
-¶àP¢ý:��ÌÄV ^àá
���ÌÄ� �õÕÆ¯§�3�
�ÌÄÕÅ��Æ¯|}.z c"
��}��cV |}�����,
�¡��àáâ�á�¤¢e��
}�V��àáâ â��V�§È
�E|}.z

qÒud y��&}�òc"
��}�ÚLÆzd b}�;|}
��y¯,�ÄK �qÒu}�|
}eÊ���d #Ü,;«%ò}
�¿(ifN,P;ùú��z

%"

! ! ! !|}bc�-_;z�(c�
;d|}��î;(�~d}�[(
q�«%�è;X�z

��}�;á'(qø� R
Sd¡{3¢�£V3¢¤;¥Æ¦
ZV}L§¨V©ªÁk�Òud[
ÖËkÄ;«¬®z

c"%U¯WXV%cV@Að
ñXÿ°RUWXY±Ï²±d
³´àáijz äX©ªµLT
\d ¶Uàáà©j·d O8bÃ
¸V-¤VäzV�¹;¯º©ªz
Ñúàá+»z¼ëÛá: $�Æ
q§H\V½�àá©ªV£Õ¾¿
��ÁÒuIPd àwk]¢+q
�;��}�z�hàáÃÂdy
À}k}h;ùú¸�d DÁÂ%
¶Ãàùú¶nV ÈJb�ùú�
�zu«ÄÅÆd ÇÅ]ùúÈ¶
ÉîO÷z

$' × "& ¤V"1 ¤]Ûc"�
L;^�4&«%��}� c"
Ê.§d²(c"%Dc"��}�
k�¢+�&Ë;Ì-zDz

Í¢ÎÏf��}�V àáâ

áâÐ�Ñ}}�Á�&¢D«%
��}�PÒ¦��}�V ÓyÑ
}}�V ÔA}�Á~¨¢+�;
$0 �4&«%��}�]ÕÖc
"z

Ê.Ód ×}�ØÙ-]IF
ÌÚ3Ûd çgÜ^�4&«%�
�}� c"Ê.§ÐÐÐc"��}
�ÌÚ|}.dwÊÝÞß̂ �«%
}�àáâSÌ¬ãä°P"̂ �«%
}�c"dåÌ¬ãä°dç²ï,Æ
z�æÚLçèékè.êz

ï,d ^�4&«%��}�
 c"Ê.§]ýDq�c2å;£
¨dç]ëu ̂ �&«c"��|
}ì§¬í&°z

 c"��}��~ãX;«
%XYdîïã%¶X;XZdð]
ã«%ÈÉ;X;d Pq�«%�
è;X�z§c"%ùñ<ggcò
cñ/d ��}�bbq�«%~
/d(¯òIJ;¼ód(�}P¢
Dbk;ùú¸�d v[ôõ;
¢Dú|}öåd ÷»øT��ù
?d ���^�4&«%��}�

 c"Ê.§d²(k]úHd�|}
ÚL��d û?K,¢D��P;
��üýd }hÑJ\c"ÈÉþ
»;«%&ÿV !Õc"��c?
;¢D��z

´"dÛkÒ;#PÞdc"¿
[ýDq� Ñ}V«§dRefÛ
56ÞVðñèdqè$©c";«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
员 彭团 滕霜娟）今天，省文明办、省教育厅、
共青团湖南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联合发
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名单，14名青少年光荣入选。

12岁的浏阳市枨冲中学学生贺佳豪，用
稚嫩肩膀，扛起照顾家人重担，诠释了孝顺
懂事；14岁的湘潭县第一中学学生朱典，立
志传承青山唢呐非遗文化， 为梦想不断努
力；13岁的新化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段智
文，多才多艺，乐于助人，还是老师的“得力小
助手”……经全省各级各地广泛发动，自下

而上层层推荐，通过学生评议、老师推荐、集
中评选，贺佳豪、肖歌宇、朱典、谭杰文、谭舒
月、李子璇、聂天宇、陈孟箫、黄啸尘、段智文、
彭梦婷、唐明玥、龚文悦、田慧14名青少年被
推选为2019年第三季度“新时代湖南好少
年”。

从去年1月“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开展以来， 湖南各地各部门积极组织
动员，广泛传播好少年先进事迹，推动广大青
少年以“新时代湖南好少年”为榜样，从小“立
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陶韬） 工信部日前公布了2019年度国家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我省
4家单位晋升“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目前，我省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总数达到12家。

此次新增的4家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
基地分别是：三一众创孵化基地、邵阳经济
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新港区中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
业创业基地。

这些基地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如，三一
众创孵化基地先后培育了300余家初创企业和
创业团队，目前在孵企业180余家，80%为智能

制造类科技项目；岳阳临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基地通过实施“领军企业+协同创新”
“院校合作+创业带动”“股权投资+专业合作”
等一系列创新孵化模式，引进了一批高科技创
新人才，吸引了哈工大机器人（岳阳）军民融合
创新中心等一批高精尖产业项目入驻基地。

省工信厅近年加快平台搭建， 完善服务
体系，厚植创新创业创造土壤，充分释放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2015年以来， 省工
信厅共培育和认定了83家“湖南省中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目前，全省省级中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共入驻企业近7000家，吸纳
就业超过20万人。今年前三季度，双创基地
入驻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47亿元。

第三季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评选揭晓

14名青少年入选

我省新增4家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
总数达到12家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陈慧 吴玉梅）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今天发布的2019年三季度湖南省金融运行情
况显示，1至9月全省新增贷款4835.7亿元，同比
多增911.4亿元。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为41421.3亿元，同比增长15.4%。

各项贷款保持稳定增长。前9月，短期贷

款新增1161.6亿元，同比多增401.4亿元；票据
融资新增557.9亿元，同比多增404.2亿元；中长
期贷款新增3130.1亿元， 同比多增131.3亿元，
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881.3亿元，同比多
增208.3亿元。

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日趋强烈，推动贷款增
长加快。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新调查

数据显示， 今年企业信贷需求好于去年同期，
高速公路、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新兴优势产
业等贷款投放新增较多。贷款需求主体进一步
多元化，加快向高端制造业、新型城镇化、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普惠消费等领域转移。

金融系统通过产品创新，优化金融服务
方式，也拉动了各项贷款增长。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
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公布了2019年湖南区域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结果。从综合
排名看，位居前5位的市（州）为长沙市、岳阳
市、衡阳市、娄底市、张家界市。

湖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指标
体系，主要体现在6个项目层（信息披露、交易
公平、争端解决、机制保障、法制保障、普惠金
融）、17个子项目层和59个原始指标。评估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 课题组设计了专家问卷，并
向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发

放调查问卷，通过相关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出
各项指标的权重，权重在合理区间分布。

从评估结果看，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总体上好于上
年，且持续趋好。争端解决和交易公平明显改
善，金融消费投诉处理及时有效，调解机制基
本建立，金融产品和服务销售更加公正，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法律及工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普惠金融和信息披露工作平稳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是全国首
批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的试
点单位，2014年以来，已连续5年组织全省开
展环境评估工作，探索构建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的行为监管新模式。

前9月全省新增贷款逾4800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 吴玉梅）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今天发布的2019年三季度湖南省金融
运行情况显示，全省存款增速企稳回升。1-9
月全省新增存款 3922.9亿元 ， 同比多增
1269.6亿元。9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52924.8亿元，同比增长7.2%。

新增存款构成上， 前9月全省住户存款

新增2879.6亿元，同比多增966.6亿元。住户
存款增速继续加快，已连续18个月高于全部
存款增速。此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新
增285亿元，同比多增11.1亿元。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住户存
款增长持续向好，已是拉动存款增长的主
要力量。受资管产品期限错配受限、杠杆
管理趋严等因素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

品收益率走低，对银行住户存款的分流减
弱。银行大额存单等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替
代性不断增强，成为银行拉动存款增长的
利器。

个人大额存单备受投资者追捧。 前9月
全省个人大额存单新增1038.9亿元， 同比多
增493.8亿元。 大部分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
4.2625%，高于一般理财产品收益率。

前9月全省新增存款近4000亿元

湖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结果出炉

长沙市排名居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