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 21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胡获)6月10日，湖南省、中方县
两级财政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经验交流现
场会在中方县召开，与会代表共同分享
中方县“风补机制”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经验。

省县两级财政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由
省财政厅去年11月组织发起，即由省县
两级财政按1∶1比例共同出资，作为风险
保证金存入合作银行，合作银行按不低
于保证金 5 倍放大额度，为园区民营企

业、工业企业、小微企业提供免抵押、低
利息信用贷款。

中方县将此项工作作为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来部署落实。建立县财政局、县政
府金融办、合作银行等11个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联席会议制度，召开银企对接
会、企业“白名单”摸底部署会，分批上报
49家企业“白名单”。出台“风补机制”实
施细则，建立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企业

“白名单”管理、贷前审查管理、贷款管

理、贷后管理、风险管理、追偿管理、考核
管理等机制。在园区建立“风补机制”工
作群，县财政专人负责指导、协调解决

“白名单”企业平台注册、发布申请、审批
资金需求等工作，全程不间断服务。建立
限时办结制，贷款最短10个工作日办理
到位。

3月19 日，中方农商行向梨树园涂
料、大康九鼎饲料两家企业分别授信贷
款 300 万元，成为全省第一批融资到位
的县。截至 5 月底，中方县通过“风补机

制”撬动中方农商行、工行中方支行两
家合作银行，为 10 家“白名单”企业融
资贷款 3700 万元，分别占湖南省、怀化
市“ 风 补 机 制 ”融 资 额 的 32.89% 、
65.5%。

目前，全县11家金融机构共为中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放款 4.14 亿元。湖南省
中南桥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通过“风补
机 制 ”的 支 持 ，企 业 前 5 月 产 值 突 破
7000 万元，上缴税收较去年同期增长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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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洪江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431281
许可证流水号：0252169
机构住所：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黔城镇
荷花路后海云鼎轩商业一层110、111、
112、121号及二层203、204、205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0日
电话：0745-773133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或
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
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零
陵支公司珠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102005
许可证流水号：0251998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
正大街62号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2日
电话：0746-636047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零
陵支公司黄田铺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61102006
许可证流水号：0251999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镇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3日
电话：0746-636047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田支公
司枧头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128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1996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枧头镇
枧头村彭汝雄私房1-2楼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8日
电话：0746-471696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冷水滩支
公司伊塘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103005
许可证流水号：0251997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
路 128 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分公司办公大楼二楼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6月12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2日
电话：0746-8367870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
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
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
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
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现予以
公告。

公 告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彭婷)坐
垫是粉色的，墙纸是蓝色的，桌子上的书
本是趣味性的……6 月 16 日，记者到湘
潭市岳塘区书院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采访，如果不看
门口的标志，还以为来到了小朋友钟爱
的“儿童乐园”。

“这里不仅充满童趣，还十分智能
呢！”该中心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赵晓知介
绍，这家今年新开放的乡级数字化预防
接种门诊，集排队取号、预检、登记、接
种、留观为一体，能将预防接种的各个环
节，以数字化电子信息形式表现出来。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是以信息化平
台为基础，以儿童档案信息卡为载体的
一种门诊形式。记者注意到，进门之后，
有一台自动取号机，接种儿童取号后在
宽敞的候种室候种，等待电脑语音叫号。

接下来，体检、到预防接种登记室登
记、告知注意事项……一系列工作做下
来，小朋友就可到“粉色王国”接种了。

“小朋友别怕，很快就可以啦！”护士
“小姐姐”一边逗孩子，一边小心翼翼打针。
不到1分钟，接种完毕。接种完成后，还需在
留观室留观30分钟。留观室为孩子准备了
多款玩具，玩着玩着，半个小时很快“溜走”。

“以前接种需要1个小时以上，现在
加上留观才 40 多分钟。”不少人为数字
化预防接种门诊点赞。书院路街道多位
市民告诉记者，以前留观时间靠自己计
算，现在留观室电脑屏直接显示；以前遇
到人多的时候整个门诊拥挤不堪，现在
可以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坐着排队，再也
不用一堆人挤在一间房；以前孩子
最怕接种疫苗，现在看到粉色的装
修、走心的玩具，不怕打针了……

“像这样的乡级数字化预防接
种门诊，我们已建成24家，每一家面
积都超过100平方米，每周开放时间

超过5天。”湘潭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
继杰介绍，乡级预防接种数字化门诊是
市政府2020年民生实事工程，目前各项
工作走在全省前列。预计到今年10月，全
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将达62家，覆盖
全市90%乡镇（街道）、村（社区），每年可
提供近100万针（剂）次预防接种服务。

湖南日报 6月 21 日讯（记者
金慧）长沙市委、市政府近日出台

《关于强力推进制造业标志性重点
项目建设的通知》，明确中联智慧产
业城（挖掘机械智能制造园）项目、
三一智能装备制造项目、天际机车
长沙新能源项目、鲲鹏生态软硬件
建设项目等 17 个项目为制造业标
志性重点项目。

这是长沙市首提“制造业标志性
项目”。该市将按照“开局就要攻坚、
起步就要冲刺”的要求，围绕制造业
标志性重点项目，开展全要素、全过
程管理，结合项目特点，对项目建设
管理、协调服务、产能培育等加强调
度管理，确保17个重点项目在明年
底前实现竣工投产或阶段性竣工投
产。

长沙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还将

从精准精细管理、分级分类调度、定
期定向推进、保质保量考评等方面
优化调度方式，按照“一个项目、一
位领导、一套班子、一本台账、一张
图表、一份报告”的“六个一”管理模
式，对制造业标志性项目实行区县
市（园区）、市发改委及市工信局等
行业主管部门、联点市领导、市联席
会议四级调度方式，确保上下通畅、
快速反应、高效推进。

“17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457
亿元，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既
契合中央‘新基建’政策导向，又能
为 长 沙 高 质 量 发 展 集 聚 强 大 动
能。”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记、主任
夏文斌介绍，长沙将充分发挥制造
业重大项目投资效应和引领作用，
深度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中。

长沙首提“制造业标志性项目”

湖南日报 6月 21 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唐家新 黄书冶）
魅力常德，城市花园。6月21日，常
德市政府在长沙梅溪湖举办 2020
常德地产招商推介会，常德 35 宗
5346亩出让土地，吸引了全国130
余家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目光。

近年来，恒大、万达、保利等众
多国内一线房企进驻常德抢滩布
局。去年，在全国房地产市场普遍
降温的背景下，常德市完成房地产
投资 325 亿元，同比增长 17%。其
中市城区完成房地产投资 190 亿
元，同比增长 10%；市江北城区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6582 元/平

方米，价格平稳。市城区共出让土
地 2842 亩，出让价款 84.15 亿元，
同比增长27%。

今年上半年，常德克服疫情影
响，市城区已出让土地8宗。其中4
月 30 日两宗 353 亩土地，竞价 56
轮，溢价5400万元；6月19日一宗
160 亩地块，拍出 6.81 亿元，亩均
424万元。本次推介的35宗出让土
地包括商业用地、商居用地和居住
用地，都是精挑细选、重点推出的优
势地块，位置好、环境好、配套好、价
格好，主要集中在北部新城、西部城
区、城东新区、中部城区、常德经开
区和常德高新区。

常德在长推介35宗优质土地

湖南日报 6月 21 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昭云 曾锐）6月
18日，邵东市召开金融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表彰暨助力“六稳”“六保”工
作推进会，对疫情期间大力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6家银行和先进个人
给予奖励。

疫情期间，邵东市采取一系列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措施。2
月27日，该市邀请邵阳市各金融机
构齐聚邵东，召开邵阳市银行机构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推进会，签订《邵
东市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服务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现场解决 16 家困难
企业展期资金 2.55 亿元，387 家企
业新增贷款10.37亿元。

邵东出台《关于金融机构加大力
度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出
现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不得

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优先给予创业担保
贷款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各银
行适当下调企业贷款利率，市财政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贷款连续3
个月贴息50%，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降低担保费率25%。

此外，该市成立帮促服务队，深
入企业了解融资需求，搭建银企对
接平台，推动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
业实现高效、便捷的融资对接。

今年一季度，该市金融机构累
放 贷 款 6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33%。其中，累放生产企业贷款
17.07亿元，同比增长90.05%，有力
地支持了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 。截 至 5 月底，该市新增贷款
30.34亿元，比年初增长11.13%，同
比多增 14.82 亿元，增幅 95.5%，位
列邵阳市第一，创历史新高。

邵东金融活水“贷”动经济发展
截至5月底，新增贷款逾30亿元

安乡送法下乡
助推文明乡村建设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田姿 郭天驰）“损坏别人的财物，就应该赔
偿，我还要上门道歉。”日前，安乡县三岔河
镇唐家铺村村民严迎春在自家农田喷洒除
草农药，因为刮风，农药飘到村民严宏强家
的稻田，致使大量禾苗死亡。6月18日，严迎
春来到三岔河镇司法所说明情况，表示愿意
赔偿，并上门道歉。看到他自觉学法、知法、
懂法、用法，司法所所长李梦军竖起大拇指。

为切实提升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性，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安乡县日前针
对农村法治热点、难点问题，推出首期“给
你说法”宣传活动。该县司法部门在全县12
个乡镇、172 个村（社区）发放宣传海报
2000份，以案例加法律条文的形式，用通俗
易懂的文字，让农村群众更容易看懂和理
解；利用“村村响”广播宣传，用农村群众熟
悉和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宣传民法、信访、交
通等法律知识；利用村（社区）网格管理微
信群发送“给你说法”宣传内容，进一步扩
大农村法治宣传覆盖面。

“法律、法规走进千家万户，群众之间矛
盾明显减少，邻里更加和谐，乡村更加文明。”
安乡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给你说法”
宣传活动提升农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农村
群众法治观念，营造法治乡村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谢璐）
18 日，长沙市望城区举行“金融助力
六稳六保”银政企对接签约活动，省、
市、区金融机构及81家企业参加，共计
达成融资合作协议金额606亿元。

5 月 29 日，望城区委、区政府率
先出台《关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的若干措施》，精
准提出 25 条“硬核”措施，此次开展
的银政企对接签约活动，是其中强化
金融支持政策的重要举措。达成的融
资合作协议中，包括区域战略合作协
议 350 亿元，重点片区及项目建设融

资协议 150 亿元，中小微企业融资合
作协议 106 亿元。

今年，望城全力推进“三区一园”
规划建设，“三区”即滨水新城片区、铜
官文旅片区、高铁西城片区，一园即国
家级望城经开区。活动现场，中国建设
银行兴湘支行与望城城投集团就滨水
新城片区建设签订了 50 亿元战略合
作协议，与长沙高铁西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了片区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望城支行与望
城水投集团就铜官文旅片区建设签订
9 亿元信贷合作协议，与望城经开区

建设开发公司就大河西交通物流枢纽
区签订了5亿元框架协议。

各金融机构还积极推动“抗疫复
产”各项工作，共为全区151家小微企
业发放首次贷款 3.30 亿元；为 119 家
企业发放信用贷款2.35亿元；为33家
企业办理已到期贷款展期或续贷，金
额3.4亿元。5月末，望城区辖内银行各
项存款余额 738.71 亿元，同比增长
12.78%，比年初净增 52.06 亿元；各项
贷 款 余 额 64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45%，比年初净增 74.47 亿元。贷款
增长速度比全省高出7.3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 6 月 21 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李钢彪)6月19日，记
者从衡阳市新时代县域城乡警务工
作会议上获悉，衡阳市打造“平安衡
阳”升级版，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
和典型示范的社会治理创新，着力
构建“一体两翼双轮”县域城乡警务
模式。即：实行县域风险防控与公安
工作现代化“一体推进”，城市警务
与乡村警务“比翼齐飞”，着力提升
县域风险防控的精准化、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

在构建县域风险防控体系过程
中，衡阳市充分考虑县城是由城市
和乡村两大部分组成的客观实际，

创新性地提出城市警务和乡村警务
“两大版块”。其中，“城市版”防控模
式包括“城市快警”巡防、“网格警
务”管理、“短平快”常态清查和“平
战结合”处突等内容；“乡村版”防控
模式包括“村组自治”管理、“多元
化”调处、“候鸟式”守护等内容。

为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该市
研究出台县域公安基层基础现代化
攻坚年行动方案，决定用一年左右
时间，集中实施县域公安基层基础

“5+1 工程”，即：狠抓队伍建设、班
子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公安”
建设和作风建设，初步实现公安基
层基础现代化目标。

打造“平安衡阳”升级版

衡阳探索县域社会基层治理新路

接种门诊 智能童真
预计到今年10月，全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将达62家

全县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放货4.14亿元

“风补机制”“输血供氧”

湘潭

中方

望城区举行银政企对接签约活动
达成融资合作协议金额606亿元

▲ ▲（上接1版）
6月 17 日上午，涟源市渡头塘

镇曹溪村 72 岁五保户黄三平坐在
新房里兴奋地说：“5 月初房子建
好主体，我特别想住，就搬进来
了。”镇人大主席聂中杰说：“双周
调度会要求‘人不住危房，危房不
住人’。黄三平的老房约 20 平方
米，年久成危房，排查发现后，我们
在住建局指导下两个月就改建
了。”

下午，涟源市枫坪中心小学语
文老师黄学珍和数学老师周汉权
来到明星村谢万三家送教上门。
15岁的谢万三先天脑瘫未上过学，
跟爷爷奶奶长大。“我们每3天上门
一次，教他锻炼识字认数。”原先怕

生的谢万三变开朗了，跟老师热
络，也跟陌生的记者打起招呼。

“手、日、月……”看到孙子大声认
字，谢万三的奶奶热泪盈眶。

6月19日，娄底市20余名市领
导变督为战，来到湖南最大的贫困
县新化县，直奔乡镇村组参与解决
问题。

“百日攻坚行动中，全市 1813
处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问题清零；
教育扶贫，失、辍学者已全部采取
劝返等措施解决，送教上门962人，
问题清零；全市 43.49 万名贫困人
口全纳入基本医保……”禹云华告
诉记者，“6月30日前，娄底市脱贫
质量‘回头看’发现的所有问题将
全部清零。”

6月21日，中建二局湖南分公司建发央著项目工地，一线工人在一起品尝粽子。当天，
该项目部举行“粽香迎端午”慰问活动，建设者们欢聚一堂，包粽子、吃粽子，喜迎端午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肖功丽 摄影报道

粽香迎端午
温暖工友心

宁乡50家企业
3年获4534万元奖补

技术改造成企业发展
“加速器”

湖南日报6月 21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肖敏）6 月 20 日，室外温度超过
30 摄氏度，位于宁乡的万鑫精工生产车间
里却是凉爽舒适。这个车间里的4台“宝贝”
名叫卡西富基滚齿机，用于生产谐波减速
机所需的齿轮，是当前该领域最顶尖的机
器。为防止热胀冷缩影响齿轮精度，这里四
季恒温，车间管理也十分严格。

谐波减速机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机器人，
是三大核心部件之一。2019年，万鑫精工投
入400多万元，购入了6台卡西富基滚齿机，
并加大了研发投入。同年，新研发的谐波减
速机开始进行小批量生产，使万鑫精工成为
省内第一家生产谐波减速机的企业。

“去年，我们投入了 4000 万元用于设
备采购，这些设备让生产速度和产品精度
都有所提升，更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万鑫
精工项目主管杨茜介绍，2019年，企业销售
额达 3.3 亿，增量达 30%。大刀阔斧的技术
改造使其税收大幅增加，达到 2400 万元，
也由此获得了近百万元的技改税收增量奖
补资金。

当天，记者从宁乡市工信局了解到，该
市共有23家企业获得2019年度省工业企业
技术改造税收增量奖补共1320.83万元，奖
补金额在县（市）区位列全省第一，占长沙市
总资金额4917.24万元的26.86%。

开展工业企业税收增量奖补，是省财
政资金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创新举
措。政策实施以来，宁乡市工信局广泛宣
传，积极引导，从2017年至今，全市共有50
家优质企业获得该项奖补共453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