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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蒋浩）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省金融服务“两进
两促”长沙经开区入园活动上获悉，交通银行湖
南省分行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
截至2018年末， 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30.4亿
元，增幅达38%。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唐玲介绍， 该行
将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作为经营管理和转型发
展的重点，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
展，在涉农贷款领域、特色产品领域、提升审
批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截至2018年末， 分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30.4
亿元， 新增8.2亿元， 完成监管全年计划的
413%；普惠金融贷款增幅达38%，高于全部贷
款增速18.3个百分点。

在涉农贷款领域实现突破。 成功投放了分

行首笔惠农信贷产品———粮食贷。 随后又推出
了油茶贷、烟农贷、生猪贷等特色产品，并在全
省多个地市铺开， 为众多农户解决了经营资金
周转难题。同时，对涉农贷款设立快速通道，简
化审批流程，涉农贷款累计投放133.3亿元，增速
达13%。

在特色产品领域实现突破。 依托大数据分
析，推出了沃易贷、POS贷、“线上税融通”、“线上
优贷通”等线上标准化产品，全流程线上操作，
全信用贷款发放。围绕银政合作、科技园区领域
推出了风险补偿贷、厂房按揭贷等，围绕提升结
算服务推出了优贷通、“抵押+”等特色产品。

在提升审批效率上实现突破。以项目制、产
业链等为抓手，对小微企业授信设立单独的“绿
色通道”，实行限时审批办结制。通过“项目制”
拓展，将众多小微企业按共性划分为不同客群，

由做单个企业向批量处理转变，提高审批速度。
目前批量拓展项目制项下小微客户800多户，贷
款余额20亿元。依托核心企业增信，将上下游客
户放款时限由2天缩至2小时。

在降低融资成本上实现突破。 率先调低普
惠领域小微企业线下产品贷款利率， 持续下调
“线上优贷通”“线上税融通”等产品贷款利率。创
新小微信贷产品使用模式， 支持授信额度循环
使用、随借随还。主动提前介入贷款临期客户，
提供无还本续贷服务，无缝连接原贷款，减少成
本， 在让利客户、 帮助客户过程中实现共同发
展。

下阶段，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将通过在长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两进两促”活动，缓解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提升民营
和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 在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上， 长沙市市
长胡忠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
面对日益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
2018年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
长8.5%；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成效显
著，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趋优。

过去一年， 长沙市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 深入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
崛起” 战略， 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2480.6亿元， 其中22条产业链项
目完成投资963.2亿元， 先进储能材
料等产业链产值增幅达到30%以上，
产业链建设成效明显。 伟创力一期、
杉杉能源正极材料、 日写触控传感器

等项目建成投产； 中联智慧产业城、
蓝思科技黄花基地、 健康生态科技产
业园等“百亿级” 项目加快建设， 腾
讯、 京东无人车总部、 航天科技、 德
国大陆等一批战略投资项目和企业成
功落户， 新签约投资2亿元以上项目
178个。

今年， 长沙市将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 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 继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
动， 坚持以智能制造为统领， 以产业
链建设为着力点， 加快动能转换， 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争当智能制造
领跑者。 力争2019年产业项目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45%以上， 制造业
（含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达35%。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康芳平）今天，记者从衡
东县获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网发布公告，该县6家企业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至此，衡东县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14家。

据介绍，这次新认定的6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分别为湖南盛世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湖
南嘉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
蓬源鸿达矿业有限公司、 衡阳恒裕轻
质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众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涵盖食品、新材料、智
能装备制造等产业， 这是该县多措并
举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的结果。 根据相
关政策规定，衡东县将给予这6家企业
一次性10万元奖励和10%的税率优
惠，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推动各类
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助力高质量发

展。
近年来， 衡东县大力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掀起“产业项目建设
年”热潮。该县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扶
持培育力度，先后出台《衡东县科技创
新奖励办法》等系列组合政策，明确列
支300万元作为科技专项经费， 重点
对新认定或复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创新型企业、企业技术中心、专利
申报、新创名牌产品、商标、企业上市
等给予奖励， 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018年，该县共投入研发经费4亿
元，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较去
年同期增长200%；新增进入省高新技
术统计笼子企业12家， 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完成42亿元， 占全县规模工业总
产值52%；申请专利475件，专利授权
总量为148件。

长沙重大产业项目
建设成效显著

2018年完成投资2480.6亿元

衡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增至14家

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42亿元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普惠金融贷款增幅达38%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今天，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一批
产品质量违法案件， 生产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 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行
为被查处。

2018年，省市场监管部门结合“质
量提升行动年” 主题活动， 扎实开展
“质监利剑”行动，针对农资、建材、消
费品、汽车及汽车配件、汽柴油、食品
相关产品等领域，重拳出击，查办了一
批大案要案。如，湖南天跃电气有限公
司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变压器； 双峰
县梓门光明加油站擅自更换加油站计
量主板芯片，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
这些违法行为被依法查处。

■相关链接

产品质量违法案例
1、湖南天跃电气有限公司生产国

家明令淘汰的变压器， 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

2、怀化宝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汽

车，违反了相关规定。
3、许梦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的建设用砂， 违反了相关法律
规定。

4、湖南天拓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擅
自出厂销售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
书的混凝土泵车， 违反了相关法律规
定。

5、钟浪网络销售以欺骗消费者为
目的的电子秤，违反了相关规定。

6、湖南马尔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以次充好的太阳能路灯 ，违
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7、荆州市兴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销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螺纹
钢，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8、茶陵县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气瓶充装活动 ，违
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9、双峰县梓门光明加油站擅自更
换该加油站计量主板芯片， 破坏计量
器具准确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10、 宁乡历经铺乡金梦缘床上用
品加工店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标
准的纤维制品，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向 曾彦彦）阴雨天气盘踞湖南，未来三天雨
势将进一步加强，西北部有雨夹雪或雪。受冷空
气和降水的影响，明日起霾天气逐渐减弱。

气象专家谢介民分析，这个冬季以来，青藏
高原大面积积雪， 异常活跃的南支西风在绕过
世界屋脊时，往往会深度下切，和太平洋副高一
起， 令印度洋、 太平洋水汽涌向我国， 这就是

2018年12月两次大面积雨雪以及南方特长的连
阴雨缘由之一。而这一次，由于种种原因，南支
槽的下切更为强烈， 幅度超过了2018年12月底
那次寒潮。 在南支槽和今年一号台风帕布的共
同牵引下，孟加拉湾、南海暖湿气流将横扫整个
南方，制造2019年以来最大规模降水。到1月8日
晚，北上的强大水汽遇到了弱冷空气。于是，以
长江为界，北边下雪或雨夹雪，南边下雨。不过，

由于这次冷空气明显偏弱，雨雪分界线偏北。长
沙的连阴雨，可能绵绵不绝，到本月上半月也难
以结束。

省气象台预计，8日至10日湖南雨势加强。9
日湘西北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高寒山区有冰冻，
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湘西南、湘东北局
部大雨。气温方面，冷空气的到来使气温偏低，预
计14日至15日还有一次冷空气过程。同时，受冷空
气和降水的影响，明日起霾天气逐渐减弱。

针对本次过程，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指
出，降雪强度较弱，时间较短，但是高寒山区冰冻
仍需防范。同时注意近日雾、霾等低能见度天气造
成的不利影响； 防御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诱发
的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曹娴）空气重污
染，雾霾来侵扰。今天上午10时，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和省气象台相关技术人员， 对全省下阶段
的环境空气质量走势进行会商。会商认为，1月8
日晚至9日白天，冷空气主体入境，北风风力继
续加大，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湘西、湘北
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以小雨为主，湿
沉降效果明显，空气质量将逐渐好转。

据监测，截至1月8日上午10时，常德持续78

个小时重度以上污染，其中30个小时严重污染；
益阳持续73个小时重度污染， 其中23个小时严
重污染；湘潭间断持续59个小时重度污染，其中
8个小时严重污染； 岳阳持续18个小时重度污
染；长沙间断持续55个小时重度污染；株洲持续
49个小时重度污染。

省环境质量发布平台显示，至1月8日17时，
常德为严重污染，湘潭、张家界、娄底、永州、怀
化和益阳6个城市为重度污染， 邵阳、 长沙、株

洲、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中度污染，郴州、
岳阳、衡阳3个城市为轻度污染。

此次空气污染过程成因为何？ 我省大气传
输通道上游河南省境内污染严重， 空气质量以
重度污染为主； 湖北的中西部地区空气质量仍
持续重度污染， 东部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今
天， 全省境内中低层仍以一致偏北气流控制为
主，风力有所加大，上游污染在持续输送。同时，
前期我省大部分地区阴天有小雨， 相对湿度较
高，有利于污染物的本地积累。

后期空气质量如何？ 会商预测，1月9日，湘
西、湘北地区有中到大雨，湿沉降效果明显，湘
北、湘中地区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短时轻度
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至良。至10日，全省
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湘中、湘北地区空气质
量以良为主，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至良。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赵志
宇 李连丰 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网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由其
主导研发的“电网大范围山火灾害带
电防治关键技术”项目，荣获2018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这一技术填补
了国内外电网山火广域监测技术空
白。

我国山林面积众多， 山火灾害较
频繁。 山林间电网线路遭山火威胁难
以扑救。 为保障救火人员安全不能带
电灭火， 而多条线路停电灭火又危及
电网整体安全运行。 电网防山火及带
电灭火是一项全球性技术难题。

启动“电网大范围山火灾害带电

防治关键技术”项目后，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提出了山火防治
的新思路： 发明电网人为山火定量预
报新方法，实现提前布控，为不停电灭
火赢得时间； 发明山火群发故障电网
风险快速分析方法， 实现山火风险最
小化精准救援； 首次发现水强效雾化
绝缘反常现象， 发明了水雾绝缘高电
压带电灭火技术及装备。

截至目前，“电网大范围山火灾害
带电防治关键技术” 项目累计授权发
明专利57项、海外专利4项，标准2项，
专著1部，项目成果在国家电网和南方
电网27省市电网广泛应用， 已经成功
应对23次电网山火灾害。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数九寒
天，处处取暖防寒，但取暖不慎可能导致中毒、
火灾等安全事故。 今天，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消
息，根据省安委办紧急部署，我省立即开展冬季
取暖安全专项检查，进企入户排查整治用电、用
气、用火安全隐患。

自2018年年底寒潮来袭，全省用电、用气、用火

取暖进入高峰期，同时也因烤炭火、烧蜂窝煤取暖，
接连引发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累计导致6人死亡。

根据冬季取暖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火灾等
事故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此次专项检查将组织
各级教育部门、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消防救援
队伍及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学
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场所，对宾馆、饭

店、商场、洗浴场所、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
逐个检查。

针对家庭取暖安全问题， 检查人员将进入
农户、居民小区、出租屋等帮助排查安全隐患，
重点整治过道、楼梯、走廊、场院等公共空间杂
物乱堆乱放、电线乱拉乱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
电等问题；明确专人负责逐一排查孤寡老人、空
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重点家庭取暖情况
并登记建档。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清理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燃煤燃气及电取暖器具， 坚决禁止其销
售和使用。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孙敏坚 实习生
孟惠普）今天上午，省委党校举行第55期中青班
学习汇报座谈会。学员们表示，广大中青年干部
要以更大的气魄、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作风，在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新作为、谱
写新篇章、当好排头兵。

第55期中青班共有学员42名。 在为期四个

半月的学习中， 省委党校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开展理论教育、
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等培训；并组织学员赴韶
山、井冈山、上海开展异地教学，赴贫困村开展
“三进三同”体验式培训。广大学员在追寻初心
中坚定了理想信念， 在体察民情中强化了宗旨
意识，在对标先进中激发了创新动力。

学员们认为， 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中坚
力量，中青年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强化
理论武装、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坚定理想
信念，提高站位、保持清醒，做绝对忠诚的好表
率；要解放思想重创新，始终保持“敢创新”的蓬
勃朝气，准确把握“善创新”的科学方法、不断发
扬“真创新”的务实作风，做敢闯敢试的先行者；
要勇于担当干事业，在攻坚克难中敢于担当，在
贴心为民中乐于担当，在学习实践中善于担当，
做奋发作为的实干家；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筑牢
思想防线，牢记法纪红线，坚守道德高线，做一
身正气的干净人。

一批产品质量违法案件公布
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破坏计量器具

准确度等行为被查处

雨雪再度来袭 霾天气逐渐减弱

空气重污染将缓解
风力加大有利于污染物稀释扩散，降雨加大湿沉降效

果明显，空气质量将逐渐好转

电网防山火技术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成果在全国27省市电网广泛应用， 已成功

应对23次电网山火灾害

我省开展冬季取暖安全检查
进企入户排查用电、用气、用火安全隐患

省委党校中青班举行学习汇报座谈会

做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雷锋旅游
驿站迎客
1月8日， 长沙市望城

区白箬铺镇光明村， 游客
在金洲大道旁的雷锋旅游
驿站休闲。当天，该区首批
雷锋旅游驿站建成运营。
驿站不仅为游客免费提供
停车休息、 无线Wi-Fi、智
慧导览等便民服务， 还可
以让游客便捷地了解望城
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资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志伟 摄影报道

民营企业
有力量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