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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核准我省首支优质企业债券
省高速公路集团可发行不超过150亿元的企业债券

怀化：党建“沉下去”，服务“提上来”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陈颖

广场上舞步飞扬，孩子们快乐玩耍……
初冬的清晨，记者走在怀化城区街巷，这样
的场景随处可见。 文明和谐、欢乐祥和，彰显
着怀化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在
迅速提升。
怀化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面加强基
层建设“1+5”文件精神，进一步把资源、服
务、管理下沉做实，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联动机制， 下好党建
“一 盘 棋 ”
网格化，是怀化城乡基层综合治理的重
要方式。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桥南社区绘制
了“智慧党建”网格地图，在网格上能充分体
现支部风貌、群众互动以及党员活动。 该社
区党员每天义务给30多位孤寡老人送餐、剪
发、陪聊，党员志愿者定期给敬老院几十位
老人提供保洁等服务。
在农村， 怀化市将行政村划分网格
16601个， 将联村县级领导和联村县直帮扶
单位负责人、包村乡镇干部、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村支两委干部等“四支队伍”编入网
格，开展政策宣讲、矛盾化解等工作。 今年
来， 全市“四支队伍”5.9万余人共走访群众
69.8万余人次，摸排解决问题1.5万余个。
“街道工委-社区党委-网格
在城市，建立

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五级组织
架构，推动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
理等
“
多网合一”。 目前，全市共建立城市网格
党支部432个、楼栋党小组1296个，配备社区
兼职委员316名，推选党员中心户2192个。
同时，推动村干部专职化和社区工作者
职业化，建立“能上能下”动态管理机制，已
从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街道)领
导干部92人， 并解决了461名社区干部事业
编制。

大力简政放权， 找准服务
“风 向 标 ”
沅陵县凉水井镇陶饭铺村贫困户郑开
前，因患急性骨髓纤维化病在北京协和医院
住院治疗。 因为异地住院，新农合报销成了
问题。 镇便民服务中心迅速与县医保中心对
接， 特事特办，20多万元医保报销资金第二
天就打进了郑开前的银行卡中。
怀化市大力向乡镇(街道)简政放权、减
负赋权，制定了《关于推行乡镇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加强城市基层
党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二十条措施》， 列出
乡镇党委和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106项，
把市、区46项涉及民生行政审批权和公共服
务事项向街道、社区“一放到底”，赋予乡镇
(街道)党(工)委对派驻乡镇(街道)机构负责人
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等“5项权力”，
切实推动基层党组织将主要精力放在抓党
建、抓治理、抓服务上来。

怀化市还建成高标准农村综合服务平
台2627个，将平台打造成“家园式”活动中
心；实施不达标社区“清零”行动，解决主城
区13个社区服务用房面积不达标问题，现在
社区服务用房面积全部达到600平方米以
上。

搞活基层治理， 画出最大
“同 心 圆 ”
今年6月， 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流源
村驻村干部入户排查时，有86户农民提出同一
个小心愿： 希望帮助他们对房前屋后的水沟、
道路进行修缮与硬化。 县农业农村局和村联合
党支部召开会议制定方案，很快解决了问题。
怀化市通过节省“三公”经费、减少政府
一般性支出等，在各乡镇、村设置“微服务”
专项资金，用“微服务”解决小问题、服务大
民生。今年来，全市投入“微服务”资金3.12亿
元，帮助困难群众2.3万余人次，完成“微建
设”项目1.2万个。
怀化市还组织163个市、县直单位党组
织与中心城区63个社区党组织，开展“联建
‘五化’党支部、联创文明社区、联解区域难
题 、 联 推 惠 民 服 务 ” 的“四 联 ” 结 对 共 建 活
动，1万余名党员到社区“点亮微心愿”，办
实事1.5万余件。 同时， 全面推行党务、政
务、村务、商务、社会服务“五务合一”智慧
党建，开发大数据(云)治理、“互联网+基层
治理”“民情直通车”等功能，实现群众“线
上点单”、干部“线下服务”。

湖南日报 11 月 12 日讯（记者 邓晶琎）近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
同意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企
业债券不超过150亿元。 该债券是我省在国
家发改委开展优质企业债券试点以来获得
核准的首支优质企业债券，也是我省获得核
准规模最大的单支企业债券。
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支持
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通知》，支持信用优良、经
营稳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或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发行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需求，自主灵

活设置各期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按要求，省高速公路集团将在两年内择机
分期发行不超过150亿元的企业债券。 所筹资
金75亿元用于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或符合
“
一
带一路”建设、
“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求的经
营性高速公路项目，75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该债券的获批，将对我省其他优质企业
申报发行企业债券，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
据介绍，优质主体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是从
“
事前审批”向
“
事中事后监管”转变，顺应企业
融资需求的一项重要改革，可有效提升企业债
券市场整体的监管效率，进一步打通
“
投融资”
环节，避免出现
“
项目等钱”
“
钱等项目”。

东西部扶贫协作硕果累累
今年，济南援助资金达3.08亿元，实施项目84个；
“湘字号”特产在济南销售额有望破亿元
湖南日报 11 月 12 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彭 亮 瑜 ）今天，省扶贫办公布了今年山

东、湖南东西部扶贫协作情况。 今年，济南市
援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资金达3.08亿
元，实施项目84个；“湘字号”特产在济南市
销售额有望破亿元。
2016年底，山东、湖南两地启动东西部
扶贫协作，济南市对口帮扶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去年，济南市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援助资金2.8亿元； 今年达3.08亿元，围
绕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实施项目84个，惠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万人，带动2万余名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 永顺县利用济南市的援助资
金，新建莓茶基地500亩，带动周边4个乡镇

12个村的上千名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今年，济南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互派
党政干部47人、专业技术人才454人（次）挂职
交流。 在之前引进24家济南市企业到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注册公司、发展产业的基础上，今
年又引进16家济南市企业到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注册公司，投资建设铁骨猪养殖繁育场、
古丈县有机茶专用有机肥生产基地等项目。 去
年，
“
湘字号” 特产首次大批量进入济南市各大
商超销售，销售额达6000余万元；今年，结对
区、县发挥优势，分别开展了永顺县农副产品展
销济南专场、 古丈茶旅资源济南推介会等产品
展销会。 截至9月30日，
“
湘字号”特产在济南市
销售额已达7000余万元，年底有望破亿元。

长沙加快省级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头10月完成投资630.39亿元，占年计划99.69%
湖南日报 11 月 12 日讯（金慧）今天，长沙
市召开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讲评会暨全市重
大项目建设调度会。 会上介绍， 今年1至10
月， 该市49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630.39亿元，占年计划99.69%，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8.48个百分点。
今年来， 长沙市各项目业主单位撸起
袖子加油干， 加快项目建设。 一大批重大

消防知识
进校园
11月12日， 消防人
员利用云梯成功营救了
一名
“
被困人员”。 当天，
湖南大学、 长沙市岳麓
区五星消防中队联合开
展“防范火灾风险，建设
美好校园” 消防安全宣
传主题活动， 通过宣讲
消防安全知识、 消防疏
散演练、 高楼营救和模
拟火灾逃生等， 增强师
生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
的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湘潭提前试点携号转网
目前携号转网只针对移动电话（含移动/联通/电信）号码用户

再担保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已纳入39家担保机构，涵盖12个市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2 日 讯 （ 记 者 陈 淦 璋
通 讯 员 王 坚 ）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加快 构 建 覆 盖 全
省的再担保体系，该集团已将 符 合 条 件 的
39家担保机构纳入，涵盖了除湘西土家族
苗 族 自 治 州 、 郴 州 市 之 外 的 12 个 市 ； 再 担
保业务实现了零的突破，着力 支 持 培 育 产
业链及上下游企业。
再担保的增信、保障、杠杆、分摊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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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先后落地开工， 还有一大批重大项目
竣工或投入试生产， 部分项目提前超额完
成投资任务。 桑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投资
进度达计划208.21%，电咖年产6万台新能
源乘用车新基地项目投资进度达195%，长
沙市轨道交通3、4、5、6号线工程投资进度
达185.43%， 碳化硅材料和芯片项目一期
投资进度达132%。

功能，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
难问题。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新一轮融资
担保体系建设于2018年底启动，致力于构建
以省级融资担保机构为龙头，市州、县市区
融资担保机构为骨干，再担保为保障的政策
扶持体系。
今年以来，省融资担保集团按照行业政
策规定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标准，先后与省
内三批39家融资担保机构进行签约，并对体

系内“小微”和“三农”贷款提供40%的风险分
担。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来湘调
研时，充分肯定了我省再担保体系建设取得
的突破性进展。
根据新的行业定位要求，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坚持保本
微利运行。 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较
低费率水平，切实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和“三
农”综合融资成本。 今年以来，省融资担保集
团主动减费让利，将直保的担保费率控制在
1.5%以内（国务院要求不超过2%），再担保费
率最低降至1‰。 同时， 改进和优化担保服
务，与省农行、省建行等共同推行了标准化、
批量化、网络化的业务模式。

湖南日报 11 月 12 日讯（记者 邹靖方）11
月11日工信部印发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 该《规定》将于12月1
日起施行。 今天，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
湖南省携号转网试点服务已提前在湘潭市
开启，湘潭市用户可前往对应营业厅办理携
号转入、转出服务。
据了解，携号转网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
内， 移动电话用户变更签约的电信业务经营
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 在办理携号转网时，
号码需满足入网超120日、 且与携出方无在网
约定期限限制的协议等条件。
工信部《规定》印发，意味着运营
商携号转网服务正式迈入试运行阶
段。 《规定》要求，电信服务经营者在
提供携号转网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
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
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假
宣传等九类违规行为。 具体而言，运
营商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 阻止、拖
延向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不得在
携号转网服务以及相关资费方案的
宣传中进行比较宣传，提及其他电信

业务经营者名称（包括简称、标识）和资费方
案名称。
目前， 携号转网服务只针对移动电话
（含移动/联通/电 信） 号 码 用 户 ； 网 号 为
1349、174、170、171、162、165、167的物联网
用户号码、卫星移动用户号码和移动通信转
售用户号码，暂不支持携号转网。
湖南的3家试点营业厅分别为湘潭电信
建设北路自营厅、 湘潭移动白石营业厅、湘
潭联通岳塘区岚园营业厅， 但3家网点均只
接受湘潭本地用户办理携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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