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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肖钢 董生昭

由中车株机制造的磁浮列车，日
前已进入长沙磁浮快线调试，年底将
投入试运行。该项目顺利施工，信贷
支持功不可没，工商银行一家就审批
贷款32亿元。

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背景下，货币信贷连续上扬，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省政府
金融办介绍，1至9月， 全省货币资本
市场实现融资4463亿元，同比多融资
1089亿元， 比去年全年多融资42亿
元。

社会融资规模创新高
今年以来，央行使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增加流动性供给，同时下调人
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新增信贷与社会融资持续加
速攀升， 实体经济信用显著扩张，资
金面获得明显改善。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信贷有效需
求不足，各银行千方百计寻找优质信
贷市场， 在细分领域力求做深做透。
如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主攻绿色金融，
围绕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大做文章。今
年以来，先后支持了株洲清水塘老工
业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及转型升级、常
德穿紫河流域综合治理、岳阳南湖水
环境及王家河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
至9月末， 该行绿色金融业务融资余
额达到180.86亿元， 今年新增80.74�
亿元。

新增信贷创近年来新高，货币供
应量增速超预期。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数据显示，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3697.2亿
元，增长17.2%，贷款增速创34个月以
来新高。1至9月新增贷款2914亿元，
同比多增964亿元。

直接融资也获得有力推动。1至9
月，我省企业共实现直接融资1549亿
元，同比多融资125亿元，包括首发上
市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企业债券

融资、中期票据融资等。其中，老百
姓、益丰药房、艾华集团、多喜爱、蓝
思科技和快乐购等6家企业成功上
市，融资53.16亿元。目前，我省有境
内外上市企业98家，中国证监会过会
待发企业2家，在审企业15家；还有新
三板挂牌企业73家，湖南股交所挂牌
企业417家。

信贷总量与结构出现
积极变化

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出现积极
变化，特别是反映投资活跃度的中长
期贷款同比多增。9月末，全省金融机
构中长期贷款余额16268.2亿元，增
长18.2%， 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1至9月共新
增1950.9亿元，同比多增492.2亿元。

多年来，投资对我省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60%。 在目前经济环境
下，投资仍然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稳
定器”和“压舱石”，而基建投资加速
和楼市销售回暖立下汗马功劳。

不少银行以促进融资平台转型
为切入点，建立与地方政府常态化工
作对接机制，帮助解决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难题。 以工行湖南分行为例，今
年确立“抓重大项目”为信贷增长重
中之重， 针对我省对接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项目，82个PPP项目等开
展营销。 上半年该行贷款新增迅猛，
较年初增加236.46亿元，已经相当于
去年全年的贷款增量。

据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
的《三季度湖南省银行家问卷调查情
况》，从行业看，基础设施产业贷款需
求增加较多， 其指数分别为68.97%，
环比上升5.61个百分点。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房地产对拉
动全社会投资增长的作用愈发显著，

稳定住房消费成为今年楼市调控的
主基调。 数据显示，1至9月我省个人
住房消费贷款新增432.1亿元， 同比
多增22.3亿元，其中9月份新增44.7亿
元，同比多增10.7亿元，当月新增额
连续4个月同比多增。

货币信贷向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倾斜

当部分传统领域的投资逐步趋
于饱和，一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得
到了货币信贷的有力支持，惠民生和
促投资、扩消费实现了较好地结合。

棚户区改造是今年一大重点工
作。长沙今年一次性启动25个地块改
造，涉及市内5区，是该市棚改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此，国开行发挥
了融资急先锋作用。国开行湖南分行
通过“统贷”模式，改变了过去一个地
块一个地块进行评级、授信、签合同
放款的方式，改为“统一评级、统一授
信、统贷统还”，大幅提高了效率，加
速了项目推进。至9月底，国开行湖南
分行已在全省发放棚改贷款219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0亿元。

而今年如火如荼开展的精准扶
贫工作，既能改善民生，又有利于扩
大消费、扩大投资，可谓“一石多鸟”。
国开行湖南分行依托农村公共服务
项目政府采购贷款、职业教育项目贷
款等7类扶贫金融产品，前9个月已对
武陵山片区发放扶贫贷款15.67亿
元。农发行湖南分行还创新推出了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主要用于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房建设（或政府购买服务）
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等。7月以来， 该行先后与省发改
委、省扶贫办及全省45个易地扶贫搬
迁重点地区，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贷款投放超过百亿元。

稳中有进 奋发有为

货币信贷上扬，给力实体经济
———前3季度全省经济形势亮点之六

陈淦璋

10月24日降息降准， 央行自去
年11月以来已6次降息、5次降准。市
场的流动性宽裕，可以从利率水平
降低体现出来。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积
极扮演逆周期调控角色，货币当局保
持充裕流动性的态度十分明确。

眼下正是发挥金融
支撑作用 ，对接国家 “一
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重
大战略的有利时机，应该
着力扩大投资，立足于补
短板 、调结构 、增加公共

产品和服务供给。应该着力助推产
业结构调整转型，释放新一轮经济
增长动能。

对个人而言， 特别是住房刚需
一族而言， 眼下可以考虑出手。如
省直公积金中心的贷款利率已降
至最低位，1至5年贷款的年利率仅
2.75% ，6至 30年 贷 款 的 年 利 率 为
3.25%。

邓晶琎

围棋对弈中，棋势决定着行棋方
向，落子又影响着大局走势。高手过
招，既谋势，又谋子。

发展经济如同下围棋，既要谋全
面发展之 “势”， 又要谋局部发展之
“子”。 既要把握总体发展的宏观面，
又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点。

前9个月， 湖南经济运行总体趋
稳向好。

从经济增长、 城镇新增就业、居
民消费价格， 这3个宏观经济运行的
主要指标可作判断：上半年GDP增长
8.5%，前3季度GDP增长8.7%；城镇新
增就业64.24万人， 已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91.8% ；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4%，基本保持稳定。

但目前， 我省经济发展处于新
常态 ，新旧动能正在转换 ，各方面
挑战不少 ， 面上困难同样客观存
在 。这主要表现在对稳增长有重要
影响的工业 、投资等关键领域仍存
“短板 ”：前3季度 ，占全省规模工业
增加值总量60%以上的前10大行业
中 ，有4个行业增速同比回落 ；全省
工业投资增长12.1%， 同比回落3.5
个百分点。

既然“面”上的挑战客观存在，则
需寻求 “亮点 ”，将 “点 ”上的积极因

素，不断集聚、放大，以点带面，形成
优势。

“亮点”在哪？
在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中。计算

机通信、医药制造、铁路船舶及航空
航天运输设备制造，前3季度，这三大
行业对规模工业的增长贡献率为
20.8%，拉动增长1.6个百分点。

在民间投资的贡献提升中。 前3
季度，全省民间投资增长15.5%，占全
省投资的65.4%，社会资本日趋活跃。

在网络消费的迅猛增速中。 前3
季度， 全省网购消费同比增长近六
成，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
型消费转换。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迸
发中。前3季度，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的注册资本增速达33.26%， 众创、众
筹、众包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亮点”在哪里，就在哪里培育新
动力。

将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支撑全
省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增强民间
资本活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重点项
目建设；做大做强服务业，为“双创”
营造更宽松的环境……

进入四季度，如一盘棋走入收官
局。既落好眼前每个子，顶住当前压
力；又留有后手，谋好全盘棋，保持全
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聂廷芳

3400点像转单杠，转上去 ，转下
来，足足转了两周。

3400一带，堆积了11根日K线，到
底是“顶部结构”，还是“上升平台”，分
歧很大。熊市思维认定是顶，长期慢牛
的观点认定不是顶，一会儿喊涨、一会
儿喊跌的人看法飘忽不定。

周五收盘微跌，没能收在3400之
上； 周K线微跌0.88%， 均谈不上战
绩，但也坚决地击碎了不时“井喷”的
空头大跌叫嚣。

周五高点3417，是两周内第九次
杀入 3400以上 。3400难道是座五行
山，该把孙猴子压住600年？

“整固3400一带、决斗3490-3388

百点跳空缺口”，急火改慢炖，战术问
题渐渐熬成战略问题。

短线看，降准降息、五中全会大
利好出尽，大盘没大跌，表现出十足
韧性。

连续两天，沪市成交量降到3000
亿元附近，如同战场上拼刺刀的敌我
两军， 拼着拼着活口越来越少，“缩
量”了，百点缺口里空头能量萎缩了。

缩量往往不是一两天，而是一个
过程。时间上短则缩量一两周，长则
四周以上，才会发动新的攻势。缩量
状态下，大盘保持盘整。

就是说，整固3400一带 、决斗百
点缺口，战斗没有结束，炮声没有停
止。

长期慢牛，不着急，急不得。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每到深秋，秋
裤一定是段子手的最爱。 这几天天
气忽然由凉变冷， 大家秋裤都上身
了吗？周六，降温和阴雨的局面将持
续，11日1日至2日， 省内迎来阳光
和升温。

过去的这一周像是秋天的一个
拐点，之前的秋天，不但温暖还一直
连晴，真正带有寒意的秋天就从这几
天开始了。 根据历年的资料统计，长
沙10月下旬的平均气温为16.3摄氏
度，而昨天长沙的气温只有13.5摄氏
度。加之前期天气明显偏暖，突然的
大幅降温，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在种种段子里，秋裤是土气的代
名词。不过，无论土气还是洋气，每到
天凉，秋裤还会有大量拥趸。歌手李
健就表示自己穿秋裤，男神都可以穿

秋裤，觉得冷你就穿吧。尤其是经常
久坐或末梢循环不好的人，不仅应穿
着秋裤、厚袜，还应该在睡前用热水
泡脚。秋裤要松紧适度，贴身但不紧
身， 面料以纯棉等植物纤维为宜，不
建议用厚丝袜或紧身裤代替秋裤，因
为这两者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加重
腿凉症状。

省气象台预计，受扩散南下的冷
空气影响，31日白天， 全省仍以阴雨
天气为主， 其中湘东南局部大雨，并
伴有3至4级偏北风， 最高气温在14
摄氏度左右；11月1日至2日， 全省天
气晴朗，早晨将出现大雾；3日至5日，
湘西、 湘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
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前低后高，后
期最高气温可回升至20摄氏度以
上，其中1日凌晨最低气温在9摄氏度
左右。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天胜 张明华）“这
款白色的智能硬岩掘进机能切割花
岗岩， 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处于最前
沿，达国内领先水平，专用于煤炭巷
道掘进。” 在10月29日开幕的第十六
届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
备展览会上，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研制的智能硬岩掘进机与
EBZ200智能变频掘进机、 新型工矿
电机车等3款煤机行业新技术产品，
精彩亮相。

展览现场，酷似“变形金刚”的智
能硬岩掘进机机动灵活，能快速展示
各种动作。据介绍，国内此前最先进
掘进机切割岩石硬度只达80兆帕，切
割断面为26平方米，而该型掘进机切
割硬度最大可达100兆帕， 接近花岗
岩硬度， 堪称同类产品中的“穿山
甲”，切割断面达36平方米，能为采煤
快速打开一条便捷运输通道。与智能
掘进机相邻的黄色EBZ200智能掘进
机集中了中车株机核心先进技术，包
括电控系统在内的所有部件均为自
主设计、自主制造。可根据岩石不同
硬度和特点，对工作部位切割头进行
变频切割。

据了解，中车株机自2012年进入
煤炭机械产业以来，实施“成套化、智
能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已
先后推出多款新型行业前沿产品。

谈经论市

既谋“势”又谋“子”
———如何辩证看待今年经济形势之三

下周再战3400
急火改慢炖

记者手记

新增信贷投放
2914亿元。

实现直接融资1549亿元，
同比多融资125亿元。

1至9月，全省货币资本市场实现融资4463亿元

月桂聊天

秋天由凉转冷，秋裤上身了吗
周日迎阳光升温，凌晨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

智能硬岩掘进机“轻松”切割花岗岩
株机煤机新品亮相中国国际煤机展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梁超）今天，中国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传来消息，
中国出口欧洲的首列动车组已运抵
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这是中国出口
到欧洲的第一列动车组。

去年6月，中车株机与马其顿国家
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动车组购销合同，
中方向马其顿出口6列动车组及备件、
耗材等，并提供相关服务，产品按照马
其顿国家标准和欧盟标准生产。今年7
月7日，该新型动车组首列车在中车株
机下线。 其设计按照最严苛的欧洲标

准EN15227：2008要求， 采用三级碰
撞能量吸收系统， 能在两列车以时速
36公里相撞、或一列车以时速36公里
撞击80吨货车、或一列车以时速50公
里撞击15吨可变形障碍物等情况下，
通过车体能量吸收系统， 确保乘客和
司机安全。 中车株机还为动车组实施
了“增配”，对于合同要求的时速140公
里动车组， 采用更高级别的时速160
公里的技术要求设计， 为车辆运营安
全提供了冗余， 也为未来运营提速到
时速160公里预留了空间， 更为其未
来扩大编组增加运能预留了接口。

酷似“变形金刚”的智能硬岩掘进机。 通讯员 摄

欧洲迎来首列中国动车组
中车株机生产的动车组抵达马其顿

把握流动性宽裕趋势
9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为23697.2亿元，增长17.2%。
1至9月新增贷款2914亿元， 同比多增
964亿元。

9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
16268.2亿元 ，增长18.2%，同比提高3.6个
百分点。1至9月共新增中长期贷款1950.9亿元，
同比多增492.2亿元。

1至9月我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增
432.1亿元，同比多增22.3亿元；其中9月份
新增44.7亿元，同比多增1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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