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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周传熠 欧阳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11月26日发布的《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报
告》显示，湖南省财政透明度排名大幅跃升至全
国第二。 专家分析，大力度推进预决算公开，是
湖南省财政透明度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 ”省财政厅副
厅长胡贺波介绍，省财政按照“非涉密、全公开”
的原则，除列入涉密信息目录清单的事项外，其
他财政安排的资金都实行公开。

严格公开时限。落实新《预算法》要求，及时、主

动向社会公开预算信息。今年一季度，在连续3年实
现预算公开范围全覆盖的基础上，102家省直部门
在部门预算批复后20日内， 全部公开了2016年部
门预算和“三公”经费，并将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统一公开平台。 部门预决算除在各部门门
户网站公开外，还在省财政厅网站集中公开，方
便查询监督。 省财政厅在湖南日报开辟《省级重
大专项全过程公开》 专栏， 将专项资金制度办
法、申报指南广而告之。

细化公开内容。 一般公共预算公开到了经
济分类的款级科目，并细化公开债务限额、债务

余额和债务发行、使用、偿还等情况。 支出细化
公开到功能分类的最末一级———项级科目，其
中，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公开到
款级，“三公”经费决算细化公开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
公务接待批次人数等， 部门预算公开表格达到
17张，内容更加细化，说明更加具体。

建立督查制度。 出台省级部门预决算、市县
财政预决算公开考核办法， 将中央和省关于预
决算公开的要求分别量化为84项考核指标，定
期检查，打分排位，并实行问责。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冒蕞 陈永刚）
今天上午，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
会暨高铁经济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达哲宣布活动开幕，并巡
视了博览会展馆。

傅志寰、邵琪伟、孙永福、卢鹏起、尹成杰、
李文新、赵占平、卢春房、何华武、郑健、刘友梅、
奚国华、周志亮、孟凤朝、李阔等国家部委、国家
级协会、央企负责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哥斯达
黎加共和国驻华大使里卡多·莱昂、刚果共和国
驻华大使达尼埃尔·奥萨瓦，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驻华使节作为嘉宾出席开幕式。 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致辞，副省长张剑飞主
持开幕式。

此次博览会主题为“轨道交通，改变世界”，
展出范围涵盖轨道交通新技术、 新产业、 新装
备、 新材料， 旨在依托中国轨道交通的产业优
势，紧抓“一带一路”和全球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大发展的战略机遇， 打造以轨道交通全产业链
产品和服务为内容的成果展示、技术交流、国际
合作平台。 同期举办的高铁经济论坛，邀请了众
多国内外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 将围绕中国
高铁技术创新、 高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开幕式前， 许达哲会见了前来参加活动的
外国驻华使节。 他说，近年来，湖南通过加快高
铁、城市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大力培育轨道交
通装备生产和研发能力，区位优势、产业发展都
实现了新的跃升， 湖南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也
落户众多国家，受到广泛好评。 当前，湖南正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中国制造2025”，
将轨道交通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点继续推
进。 希望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搭建国际合作的
新平台，与世界各国交流、分享轨道交通特别是
高铁建设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携手推动轨道
交通事业发展， 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

易炼红在致辞中说， 这次展会活动的举
办，为长沙走向世界、世界了解长沙打开了一
扇窗，为长沙轨道交通产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提
供了重要平台。 长沙将以此为契机，与世界各
国、全国各地共同深入交流轨道交通和高铁经
济发展的新技术、新成果、新业态，广泛开展轨
道交通和高铁经济的深度合作，也热忱欢迎海
内外优秀人才和投资者来长沙创新创业。

开幕式后， 许达哲及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
一行巡视了博览会展馆。 展馆内，近百家覆盖轨
道交通全产业链的知名企业， 纷纷带着各自发
展成果前来参展。 许达哲先后参观了中国中车、
中国通号、长沙轨道交通集团等企业展区，听取
了各企业特色技术、亮点业绩、产学研合作、发
展目标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巡馆后， 许达哲一行还搭乘体验了长沙中
低速磁浮列车， 详细了解了技术指标、 商业运
营、产业化程度等方面的情况。

相关报道见4版＞＞＞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 代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
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 听取 《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家 〈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规划》、
《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 《政府工作报告》 等起草情况汇
报， 征求修改意见。

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江西
丰城发电厂坍塌事故和全国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动真
碰硬严格监管执法，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进一
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针对教训
查、突出重点查、抓住问题查，尤其要抓
好危化品、重点矿山、烟花爆竹、施工建
筑、 旅游交通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和
专项治理。 对责任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
的，要坚决问责追责；对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

会议原则同意 《湖南省贯彻落实国
家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
规划》 及相关配套文件， 并提请省委批
准实施。 会议指出， 融入长江经济带建
设是我省发挥“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要坚持
统筹谋划、 求真务实， 主动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 长江经济带规划纲
要、 “十三五” 规划纲要， 全面实施创
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充分整合各类
资源，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抓好重大工
程、 重大项目、 重大政策推进落实， 全
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会议研究讨论了 《关于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并提请省委审
定。 会议指出，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转变政府职能， 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 建立完善企业自主决策、 融资渠
道畅通， 职能转变到位、 政府行为规
范， 宏观调控有效、 法治保障健全的新
型投融资体制。 要通过体制机制管理创
新，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
用， 激发社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

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情
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真正把中央精神、省委
部署融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去。 要突
出“实”、“准”、“新”，正确处理好全局和
局部、重点和一般、创新和继承的关系，
全面客观总结今年工作成绩， 深入分析
研究存在问题， 科学谋划部署明年工
作。 要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政府工作努
力的方向，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
议， 积极回应群众呼声， 使听取意见、
修改报告的过程， 成为统一思想、 凝心
聚力的过程。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通讯员 蒋素珍） 今天上午， 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长沙开
幕。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6项工作报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 审查13件地方
性法规草案， 审议3项决定草案和有关
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
议， 副主任谢勇、 刘莲玉、 李友志、 陈
君文、 王柯敏，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
议。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秘书长向力
力，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省审计厅厅长
胡章胜作了关于201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告， 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健作了关于
全省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 秘书长向力力作了关于省十二届
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主任肖
迪明作的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副
秘书长、 法制委员会委员梁肇洪作的关

于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法>办法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草
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旅游主管部门在
推广、 宣传、 服务等方面的职责， 加强
了对新兴旅游业态的引导和促进。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实作的关于 《湖南
省财政监督条例 （修订草案）》 审议结
果的报告。 修订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
了监督内容， 提出了建立健全财政内部
管理制度， 明确了财政监督的方式。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张早平作的关于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修
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草案三次
审议稿进一步加强了行业自律、 消费者
组织的监督， 增加了相关禁止性行为，
规定了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法律责
任。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
宪法作的关于提请罢免个别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
明。

会议还听取了拟任人员的任职前发
言。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事机构、 工作机
构，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各市州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 部分在湘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和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等列席会
议。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唐婷

“30350710”“30350738”“30350816”……
11月26日下午， 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的数据直播间里，实时数据不断跳跃变化，即使
是周末， 访问量仍在一路攀升———总访问人数
已经超过3000万。

“打造湖南中小企业之家！ ”2012年，湖南省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获国家批复，4年
来，平台网络打通线上线下资源，一手找服务，
一手找企业，聚集了4800多家优质服务机构，吸
引7万多家中小企业注册，为全省广大中小企业
提供“找得到、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有力助
推了我省非公经济发展。

打开一扇门，
解中小企业“发展之忧”

“你好，我是九九矿安装备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我们的新产品急需开拓市场……”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 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96871呼叫中心的对接专员，接到九九
矿安负责人的咨询电话。 了解企业具体需求后，
对接专员在半小时内联系了一家服务机构———
湖南效果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天，效果咨询的专
家团队进驻企业，启动为期3个月的帮扶，帮助
企业建立了营销突破和销量提升方案。 今年前
10个月， 九九矿安的除尘抑尘新设备的销量达
到6000万元。 眼下， 企业在酝酿新三板挂牌上

市。
“96871，就来帮企业。 ”对许多中小企业来

说，这个号码好比阿里巴巴打开宝藏的密码，为
企业发展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

而接收密码、打破障碍，为中小企业排忧解
难的，正是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2015年末，我省中小企业达48万户，占全省
企业总数的99.8%，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公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迅猛，但成长的烦恼也不少。
找资金、找技术、找订单、找市场……每一个关
口，都可能关乎生死。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劳
动力、融资、税费、物流等成本上升的态势下，中
小企业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

（下转2版）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债务融资
工具推广对接会传来消息： 湘企境外发
债今年实现零的突破， 已有株洲城发集
团、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2家企业在境
外发行美元债券， 为我省企业提供了新
的融资思路。

省金融办介绍，国家稳步“松绑”企
业境外发债， 境外债务融资也进入比较
好的时期。目前，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规模
大、期限长、资金成本相对较低，与我省
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重大民生项目和
重大产业项目的融资需求非常匹配，还
有很大潜力可挖。

今天的会议，既有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债务融资工具

推介讲座，也邀请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
外资银行，还有企业境外发债案例剖析，为
众多湘企负责人带来融资新思路。据了解，
由光大银行在港投资银行“光银国际”日前
完成的株洲城发集团3亿美元境外债，也是
湖南企业首次在离岸市场发行债券， 受到
全球投资者广泛关注。

我省高度重视企业债券融资，2013
年全省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债
券发行额仅704亿元， 而后快速攀升，
2015年达到3146亿元。 今年前9个月，除
地方政府债务外， 我省已发行各类债券
2053亿元。同时，长沙银行今年取得了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B类主承销业务
资质， 成为我省第一家取得该项资质的
法人金融机构。

预决算公开成为常态

湖南财政透明度全国第二

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
暨高铁经济论坛开幕

许达哲宣布开幕、巡视展馆并会见参会的外国驻华使节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加强安全生产等工作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

徐守盛出席

湘企首次境外发行美元债券
省金融办称，债务融资工具运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96871，就来帮企业

———湖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助力非公经济发展纪实

11月28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中国中车展位参观。 当天，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正式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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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强省战略助智造业崛起

继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郎平：要执教就带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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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中国梦”提出四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