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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陈慧）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新发布
的湖南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10月全省新增存
款3651.7亿元， 同比多增1528.7亿元。10月末，
全省各项存款余额52653.6亿元， 同比增长
7.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

从数据上看， 全省住户存款仍是存款增
长的主力军，牢牢占据总体存款的半壁江山；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连续18个月负增长，但
降幅逐步收窄。

10月末，全省住户存款余额28015.2亿元，
同比增长11.9%，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3个百
分点；1-10月新增2626.9亿元， 同比多增974.7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2628.6亿元，同比
增长-0.9%，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
已连续18个月维持负增长，但降幅缩小。

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同比多增。10
月末，全省财政性存款余额1661.8亿元，同比
增长11.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5.8个百分
点；机关团体存款余额8120.6亿元，同比增长
6.1%。

10月末全省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157.2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16.1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新
发布的湖南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0月末湖南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1%，比上
年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 增速连续9个月下
滑。1-10月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增1284.6亿
元，同比少增19.8亿元。

湖南多家银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银行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原则，差异化发

展个人按揭贷款业务， 支持居民合理的购房
需求， 并将更多信贷资源向制造业等实体经
济倾斜。业内预计，今年四季度个人住房消费
贷款增速下滑态势将会持续。

10月末， 湖南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为41726.4亿元，同比增长15.8%；1-10月
新增5140.8亿元，同比多增1088.8亿元。

分投向看，制造业贷款、基础设施类贷
款同比多增。10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1%，
1-10月新增918.9亿元， 同比多增100.4亿
元。

分主体看，10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
15194.6亿元，同比增长18%。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同比多增，10月末全省非金融企
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26430.6亿元，同比增
长14.7%。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滕江江） 随着招标采购活动从传统
的纸质载体转向电子化，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有了新的发力点。记者今天从长沙银行获
悉， 自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今年7月升级
为线上办理的“快乐e贷-政采贷”以来，该行
三个多月以来新增中小微贷款投放8139万
元，同比增长近一倍，居全省同业之首。

银行授信资金介入政府采购领域，一
方面可以激励更多中小微企业加入市场竞
争，促进市场繁荣，降低政府采购成本；另
一方面， 可以使企业从依靠自有资金积累
转向信贷资金滚动， 有效提高企业资金周
转效率。

针对“手续多、审批难”等融资痛点，长
沙银行依托金融科技，在“政采贷”线上业

务进行了大幅创新。 企业只要是政府采购
供应商， 就可以根据历史成交数据获得一
个预授信额度， 线上申请时根据政府采购
合同“一单一贷”。

以前“嫌麻烦、不想贷”的企业主们，感
受到线上申办流程的大幅简化。 湖南金融
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吴义专介绍，以
前要提供中标合同、 股东会议纪要等众多
书面资料，奔波往返银行多次，所以资金紧
张的时候更宁愿“挨过去”。这次从长沙银
行贷了400万元， 只在线上提交4项资料，
跑银行一次，归还也非常方便，直接在线上
操作，已还款230万元。湖南永腾电子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2017年公司的流动资金贷
款利率是8.04％， 今年线上办理长沙银行
“政采贷”159.4万元，贷款利率降至5.8%。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孔令鸿）今天，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与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未来3年，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计划
为园区企业投入3亿元的信贷规模， 提供
“商行+投行、融资+融智、同业+跨界”等金
融服务，服务中南大学科技成果就近转化。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是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的重点项目， 规划总面积
148亩，精准对接中南大学各院系，致力于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服务、双创人
才培养等。截至目前，已完成189家科技型

企业的工商注册，已有44家企业入驻办公。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

文创园作为我省“头脑产业”聚集地，备受
瞩目。围绕这“两山”建设，浦发银行长沙分
行今年以来动作频频。8月， 浦发银行长沙
分行分别与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 马栏山国家视频文创产业园管委会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该行计划5年内向湖南文
化产业累计投入500亿元， 其中定向支持
马栏山国家视频文创产业园入园企业200
亿元，为园区的新兴企业起到孵化、支持的
作用。

瞄准岳麓山、马栏山片区

浦发银行倾力“头脑产业”发展

“政府采购贷”线上融资明显提速
长沙银行三个多月新增贷款投放8139万元，居全省同业之首

各项存款增速继续回升

前10月全省新增存款逾3600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吴玉梅 陈慧）信贷资金需求旺盛，贷款
投放力度加码。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今天透露，前三季度，湖南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7008.3亿元，同比多增2188.1亿元。

1-9月， 全省间接融资规模新增4897.4亿
元， 同比多增1204.7亿元， 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76.6%下降至69.9%。直接融资规模新增789.3亿

元， 同比多增684.6亿元， 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2.2%上升至11.3%，其中企业债券融资新增765
亿元，股票融资新增24.3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新增1007.9亿元，其他融资新增313.7亿元。

“多重积极因素叠加，推动社会融资规模
同比明显多增。”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调查统计处相关专家分析， 今年企业信贷需
求总体好于去年同期，需求主体趋于多元化，

由集中于铁路、 公路等项目， 逐步向产业发
展、新兴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多领
域转移。

全省支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灵活运用
债务融资工具满足资金需求。 金融体系通过
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方式，增强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对民营、小微、制造业等实体
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持续加大。

前三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逾7000亿元
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进一步上升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增速连续9个月下滑
制造业贷款、基础设施类贷款同比多增

陶瓷产业
加速创新
11月19日，醴陵振美艺

术陶瓷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
将上釉后的茶杯上架。近年，
醴陵市大力支持陶瓷及上下
游产业开展技术创新， 先后
建立了6个陶瓷技术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 成立了23个陶
瓷产品研发中心， 助推陶瓷
产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王晋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张正吾 任妮 项荣

“到我们果园里做事，男的120元、女
的100元一天， 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近
日，在桃江县牛田镇峡山口村，村里鑫山立
体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毛锡山对笔者
说。

今年57岁的毛锡山是峡山口村人，原
来在外地务工，2016年回乡探亲， 看到乡
亲们大多外出打工， 没有找到一条在家门
口赚钱的门路， 便萌生了回乡带领乡亲们
发展种养业的想法。他在外地考察学习后，
带着自己赚的600万元回来创业，2017年
流转60亩地，种植红心火龙果。随后联合
村里5个能人，牵头成立合作社。

合作社种植水果项目， 得到县有关部
门和镇政府支持。 县人社局将其列为县创
新创业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并推荐毛锡山
参加县里举办的“双创”培训班。县人社局
局长徐灿红还组织专家， 上门对农民进行
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鼓励他们扩大生产

规模，增加水果种植品种。
“我们合作社的水果，都是采用绿色无

公害方式培育的。”毛锡山介绍，合作社创
办了红心火龙果、黄桃、葡萄3个生态种植
果园，种植面积480多亩。同时，办了养鸡
场，配套建了粪污处理堆肥发酵棚。用发酵
有机肥种出的水果香甜满口， 成了市场抢
手货，价格比一般水果高出很多。

合作社取得初步成功后， 主动加入脱
贫攻坚行列，设立“扶贫车间”，安排当地
120多名村民就业，其中贫困村民22人。合
作社每年还拿出钱来， 慰问村里及周边村
特困户、五保户、残疾人。贫困村民黎抗美
想外出打工，但其丈夫患病需要人照顾。去
年，合作社安排她到养鸡场搞包装，月工资
3000元，她家很快走出困境。

今年1至10月，合作社生产销售水果12
万公斤、鲜蛋900多万枚，实现销售收入500
多万元。毛锡山说，他准备投资200多万元
建一个冷库，让产品保鲜增值，并扩大种养
规模，为乡亲们脱贫致富提供更多机会。

果园成了贫困户“致富园”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