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5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杨诚

冯茜宁 王 晗

湘江北去，千帆竞发。
湖南湘江新区滨江新城，湘江

FFC、楷林国际等拔节生长，刷新城市
天际线；长沙银行、三湘银行、吉祥人
寿等总部机构竞相抢滩；盛世投资、海
捷投资、达晨创投、启赋资本等一批私
募“龙头”集聚…… 这里，是湖南金融
中心。

作为省委、省政府补齐金融短板、
激发金融创新活力的重大决策部署，
自 2016 年湖南金融中心启动建设以
来，这片面积 6.8 平方公里的土地发
展热潮涌动，成为湖南金融改革与创
新的重要阵地。

四年时间，湖南金融中心引进金
融机构近 400 家，形成了“持牌金融+
金融科技+基金小镇+专业服务”四柱
支撑欣欣向荣的产业格局，一个立足
中部、辐射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已
阔步走来。

勇立金融科技潮头

2018 年７月，湖南湘江新区提出
将科技普惠定位为湖南金融中心战略
核心产业，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各类技术手段武装金融，赋能
传统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举旗定向，应者云集。
中金金融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来了！为“湘信融”中小微企业融资
服务平台（后称“湘信融”平台）提供
技术支持，打造了湖南金融中心招牌
金融科技产品。“注册、认证、发布融
资需求”，花费时间不到三分钟，5 天
时间拿到中国农业银行湘江新区分
行 100 万元信用贷款，这样的融资速
度真实地出现在“湘信融”平台上，也
令获得融资支持的长沙特瑞兴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兴赞叹
不已：“真是我们中小企业的‘及时
雨’！”“湘信融”平台上线不到一年，
平台已入驻银行、融担公司、风补基
金等 22 家金融机构，发布融资产品
60 多款，入驻企业数量近 200 余家，
助力企业获得各金融机构授信总金
额超 2.42 亿元。

湖南淼峰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了！
作为一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方式，专门为大型批发商城提供
支付、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科技
解决商，湖南淼峰科技第一批签约入

驻湘江金融孵化器，其联动三湘银行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通过供
应链管理打造融资闭环，帮助湘潭岳
塘商贸城商户信用授信共计 6000 万
元，获评“2019 年中国物流与供应链
金融卓越科技企业”。

通联支付、栈略数据、优保联……
不到两年时间，近 50 家金融科技企业
入驻，在此绽放青春风华。湖南金融
中心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势如破竹，
科技普惠中心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实
力愈加雄厚。

业内人士指出，湖南湘江新区发
展金融科技的底气既源于先天优势，
更是后天努力。在支撑金融科技发展
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 底 层 技 术 方 面 ，新 区 拥 有 蓝 鲸
OTC、福米科技等实力超群的科技公
司，产业基础优势明显；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高校资源丰富，丰富的人才
资源可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强劲发展
动力。2019 年 4 月出台的《关于支持
金融科技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让
长沙成为继北京、深圳两地之后全国
第三个出台支持金融科技专项政策措
施的城市，在抢抓金融科技发展机遇
上实现了与一线城市并跑、中部领跑，
成立中部地区首个金融科技孵化器
——湘江金融科技孵化器，真金白银
扶持初创型金融科技企业。设立的金
融政务超市为入驻机构提供商事登
记、经营许可、税务登记、社保、法务等
一站式服务，得到了企业的点赞：“以
前我们办理相关业务，要满城跑，现在
都是一楼办、一窗办、一次办，大大提
高了企业的整体效能。”

“未来 3 至 5 年，我们将力争引进
300 家金融科技公司，培育 5 至 10 家
独角兽或上市企业，构建完善的金融
科技产业生态，建设全国金融科技特
色最鲜明的区域金融中心。”负责为
湖南金融中心提供服务的金融发展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湘
江新区将重点在打造专业服务队伍、
精准构建政策扶持体系、探讨设立金
融科技母基金、设立湖南金融中心顾
问委员会、创建湘江金融科技学院、
搭建信息交互和公共技术创新平台

等方面发力，逐梦全国一流科技普惠
金融中心。

中部基金聚集高地其势已成

三年时间跻身全国基金小镇前
列，引进 256 家基金机构，基金管理规
模达 1719 亿元……回眸湘江基金小
镇发展历程，这颗由湖南金融中心孕
育出的璀璨明珠已冉冉升起，为湖南
湘江新区金融改革创新添光增彩。

作为湖南省唯一一个省级基金
小镇，湘江基金小镇因使命而生。随
着湖南湘江新区授牌成立，三湘大地
的发展掀开了新篇章，但在日趋激烈
的区域发展竞争中，经济规模、产业
结构、发展方式等方面的短板犹在，
为种好湖南湘江新区这块改革创新
的“试验田”，加快新区金融服务业发
展，补齐金融短板，作为湖南金融中
心重要业态之一的湘江基金小镇应
运而生。

基金没有产业做依托，就强不起
来，活不下去。湘江基金小镇所打造
的“基金+基地”模式，致力于在不同
的基金机构和资本市场之间架设桥
梁，让“资本+产业”成为湘江基金小
镇发展的一张名片。三年时间，小镇
入驻机构累计对外投资项目 378 个，
投资金额 170 亿元，其中省内投资项

目 127 个、投资金额 66 亿元，长沙市
内投资项目 95 个、投资金额 43 亿元，
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大资本
动能。小镇累计产生税收约 5000 万
元，随着基金陆续进入退出收获期，
预计税收规模将持续扩大。如今，每
月举行的“智汇湘江·科创新区”路演
活动已成为湘江基金小镇的品牌活
动，两年来已成功举办 26 场系列活
动，覆盖了长沙高新区、宁乡经开区、
望城经开区、湘潭县等区县，重点挖
掘先进技术、科研项目、优秀创业团
队，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动力，活动累
计发布项目 183 个、参加活动的投资
机构数量超 1000 家，促成伊鸿健康、
兴威新材料、沙邦农服、中晟全肽、李
群自动化等多个路演项目获得机构
投资，实现“将基金送进园区，将资本
送到企业”。

吸引企业靠硬件，留住企业靠服
务。融城、临江、亲水，湖南金融中心
800 亩“黄金”地块上，湘江基金小镇
熠熠生辉。今年疫情期间，由湘江基
金小镇、湘江创投孵化器联合国内多
家一线顶级创投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
湘江创投学院开展《战“疫”系列》、《创
投大咖面对面系列》公益直播课，邀请
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投界大咖连开 18
场直播，为企业熬过“寒冬”出谋划策，
在线观看人数超过33万。

为支持更多基金机构的入驻，
2017 年湖南湘江新区印发《关于支持
湘江基金小镇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对落地企业从落地、运营、投资、大型
活动等方面给予奖励，对企业人才按
人才政策给予奖励支持。

湘江基金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湘江基金小镇将构建以私募股权
基金产业为主要特色，公募基金、定增
基金、证券基金、二手份额基金等多种
基金产品共存的基金生态体系。力争
通过三至五年时间，基金管理规模超
过 5000 亿元，打造中部基金聚集高
地。

精准服务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期间，湖南金融中心金融机
构成为了实体经济的坚强后盾。长沙
银行于2月3日起全面复工，走进望城

经开区、宁乡经开区等园区，与湖南省
物业管理、旅游、文创、医疗器械等行
业展开了 21 场专项对接，为企业提供
线上全流程融资。 截至4月20日，长
沙银行通过线上渠道为企业提供交易
210 万余笔，交易金额超过 2513 亿
元。对复工复产的存量授信企业，长
沙银行推出“暖心快贷”，与湖南先导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协同作业，仅仅三
天时间，因转产消毒用品而资金不足
的湖南欧标化妆品有限公司就得到了

“暖心快贷”700万元授信放款，帮助其
化危为机。目前，长沙银行已累计为
11715 户中小企业（主）复工复产发放
贷款241.09亿元。

努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
机构远不止一家，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也着眼于区域细分市场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两高六新”企业，将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八大板块作为主攻方向，全
力推进专业化、特色化经营，当起了企
业的“服务员”，其交通能源、汽车生产
等 16 家特色化支行，已培育和支持了
一批像岱勒新材、御泥坊、力合科技等
新兴企业成功上市。可以看到，一个
令企业惊喜的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等
传统金融机构不仅主动向企业伸出橄
榄枝，而且上门嘘寒问暖、把脉问症，
认真解答企业疑惑，提供精准的金融
服务。

这样的变化来源于湖南金融中心
搭平台、引活水，为实体经济注入源源
动能。按照既定的发展目标，湖南湘
江新区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完善
金融体系，不断优化金融环境。今年
4 月，推出《关于加快湖南金融中心建
设的实施意见》2.0 版本，业内人士认
为，相比三年前的政策，新《措施》加大
了金融机构总部的支持力度，有利于
金融生态的打造和业务扩大；加大租
金补贴力度，让金融机构有了更多自
主选择；增加了经营奖励，提升了企业
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湖南金融中
心的高质量发展。

逐梦全国一流科技普惠金融中心

湘江西畔，湖南金融中心熠熠生辉，一座金融新高地正在崛起。 （图片由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双牌速览】
双牌县地处潇水中游，是有名的

“天然氧吧”。2016年以来，该县通过规
范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让委员会成
员加入村级合作社监督日常管理，保
障村民的“钱袋子”。

【现场目击】
5月初，走进双牌县麻江镇廖家村神

仙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但见一棵棵
葡萄树藤蔓缠绕，枝繁叶茂。该基地负责
人蒋路正与村民们穿梭于葡萄园中剪枝
劳作，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陈柏朝则在一
旁对葡萄园的用工情况进行登记检查。

拥有26年党龄的陈柏朝，2017年
被推选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是监
督合作社日常管理的村“管家”。

“多亏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

加入，咱们合作社干劲十足，村民们的
分红才有保障。”蒋路感慨地说。

2014 年初，在外打工多年的蒋路
回村发展，流转了60亩土地成立了神
仙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刚成
立的时候，只有几户村民入股，但大家
彼此不信任，怕弄虚作假。”蒋路回忆，
后来想方设法从股东中选了几个人，
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村民还是不
大认可，认为他们不可靠。

一句“不可靠”让蒋路犯了难。合
作社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种不
信任的情绪，让合作社的工作积极性
一直都提不起来，工作也敷衍了事，不
仅葡萄的收成受到影响，吸引更多村
民入地、入股的想法也成了泡影。

2016年，借助双牌县规范健全村务
监督委员会的契机，蒋路终于找到了一
个让村民信赖的监管方法——请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加入合作社进行监督。

当年，双牌县在全县各村规范健
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干部承担
的管理权力和服务事项进行梳理、分
类。每个村从党员和群众代表中推选
3 至5名成员组成委员会，一起参与村
级重大事务决策、监督。在廖家村，村
务的公开透明，让村民们对村务监督
委员会赞不绝口，信任感也不断攀升。

蒋路细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合作
社的“操心”事：购买农资时，价格、数量需
提前审核；葡萄销售时，销售价格、数量需
村务监督委员会参与把关，防止贱卖；每
年的股东大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也参
加会议，监督股东们讨论制定来年的种植
计划，保证计划合理可行……“有了村

‘管家’，我们放一万个心。”随着村务监
督委员会的加入，入社的村民们工作兴
致高涨。

“村务监督委员会参与合作社的日
常管理，镇纪委则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建

设项目的实施及贫困户分红等关键环
节，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力度。”麻江镇纪
委书记唐忠信介绍，村务监督委员会和
纪委的“双重保险”，既降低了入股风险，
又保障了贫困户的入股收入。

“我们去年发放了近40万元的工资。
贫困户不仅收入跟上来了，还能就近在家
照顾老人和小孩。”蒋路脸上洋溢着笑容。
2019年，合作社获得省级农业产业园建
设项目资金100万元，葡萄园全面提质改
造，还换种了10多亩的新品种。

“强化基层小微权力监管，把权力晒
在阳光下，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双
牌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在村务监督
委员会的基础上，2019年，双牌县着力
构建“村村有产业带动，户户有产业增
收”的发展局面，在全县推行“合作社+监
督”模式。现在，双牌全县114个村114
个产业合作总社459个分社，社社都有
村务监督委员会参与到日常监督。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宁远速览】
2016 年以来，宁远县聚焦脱贫攻

坚，探索推行纪检监察片区协作机制，
着力破解基层纪委“有事没人做、有人
不会做、做事不精准”的难题，精准实
施监督检查，扎实开展扶贫领域的各
类专项整治，让监督长出“牙齿”。

【现场目击】
5月初，记者随宁远县纪委监委信

访室干部来到保安镇黄土岭村油茶基
地，贫困户黄运建正在油茶林里除草、
施肥。

“多亏纪委的同志，为村里挽回了
7000多元的集体经济损失。等到挂果
产出新鲜的茶籽油，我们又能够增加不
少收入。”黄运建对纪委监委干部来访
并不陌生，正是他们为村里解决了村干
部违规套取扶贫项目资金的问题。

4月底，县纪委监委信访室接到举

报，反映保安镇黄土岭村党支部书记黄
新成用贫困户的名义套取油茶种植项
目补助资金。该信访件被迅速批转到保
安镇所属的第一片区协作组办理。

接到批转的线索后，第一片区协
作组立即召开会议，对线索进行分析。
随后，组织调查组兵分三路：第一组由
有农村工作经验、善做农民思想工作
的保安镇纪委书记邓小春带队，找相
关人员做笔录核实；第二组由县农业
农村局纪检组办案人员到林业、财政
等部门调取原始资料；第三组负责到
银行打印存取款凭证流水等资料，固
定相关证据。

“2016年，我们和黄新成一起准备
承包 200 亩左右的山地种植油茶，当
时心想着日子终于有盼头了。”在调查
组的耐心询问下，刚开始还抹不开面
子的黄运建道出了实情。

2017 年初，黄新成在没经过合伙
人黄运建等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资
5万余元在柳古塘山种植了约150亩油

茶。同年4月，县里出台政策，对贫困户
种植油茶给予每亩400元的奖补，对非
贫困户给予每亩300元的奖补。黄新成
得知政策后，为多赚每亩100元的造林
补贴，打起了歪主意，利用合伙人黄运
建贫困户名义申报油茶林面积71.8亩，
获取奖补资金28720元。除给了黄运建
1000元作为感谢费外，剩余的钱都被
黄新成装进了个人腰包。

目前，黄新成已被立案审查，其实
际套取的 7180 元产业帮扶资金已归
还给村集体，用于村子的人居环境美
化建设。“从举报到查实，仅用 3 天就
办成了这起信访举报件。没有片区协
作，就不可能办理得这么快。”邓小春
感慨。

2016 年 9 月，为破解基层纪检监
察组织查办案件力量不足、业务不精、
人情干扰等问题，宁远县将全县20个
乡镇（街道）、122 个县直单位划分为
4 个纪检监察协作区，对口成立4个协
作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

把关、统一考评，复杂案件交叉办、重
点案件提级办、疑难案件协作办，集中
力量抓整治办要案。

今年中纪委交办的棉花坪瑶族乡沙
子田村扶贫信访件，时间跨度长，涉及人
员多，时间要求紧。“多亏了片区协作，我
们才能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办结。”乡纪
委书记胡晓燕深有体会，为查实处理这
个复杂的信访件，单凭乡纪委的人手远
远不够，协作组从片区内的仁和镇、禾亭
镇纪委和派驻纪检组抽调力量集中攻
坚，仅用半个月就将所反映的多个疑难
问题查了个水落石出。

2016年以来，宁远县纪委监委聚焦
脱贫攻坚，创新推行片区协作机制，全县
扶贫领域立案435件，处理处分1308人，
移送司法机关 26 人，追缴违纪资金
1375.5万元，退还群众资金600.5万元。

“通过片区协作，集中优势兵力从严
从快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及
时回应了群众关切，确保脱贫攻坚风清
气正。”宁远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沙
兆华）今天，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扫黑
办”）对第五批20起涉黑涉恶案件进
行挂牌督办。

这20起挂牌督办案件为：
1. 郴州市北湖区龙海案；2. 株洲

市渌口区文争强、李志兵案；3. 株洲
市杨秀峰案；4. 茶陵县文堂顺案；
5.炎陵县谭江华案；6.衡山县刘德勇案；
7. 湘潭市岳塘区谢韬案；8. 汨罗市廖
申龙案；9. 常德市武陵区李克明案；
10. 常德市鼎城区贾红、贾伯伦案；
11. 邵阳市龙海波案；12.益阳市赫山
区陈义生案；13. 桃江县唐珀鸣案；
14. 永州市李远山案；15.溆浦县向英
果案；16.辰溪县覃善云案；17.通道侗
族自治县吴新丑案；18.涟源市李军耀案；
19.新化县曾德洪案；20.花垣县王仕
勇、王仕海案。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进

入决战决胜的新阶段，为切实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依法严
惩、除恶务尽，推动大要案攻坚不断
取得新突破，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胜利，省扫黑办请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案件知情人、受害人积极向省
扫黑办或相关办案单位提供以上挂
牌督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线索、外逃人员线索、涉及案件背后
的腐败和“保护伞”线索。对提供重大
线索的举报人，将予以奖励。

以上案件中实施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人员、在逃人员，包庇、纵容黑恶
势力的公职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
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依纪依法争取
从宽处理。

举报信箱：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
路 1 号省委大院 3 办公楼省扫黑办，

邮编：410011；长沙市芙蓉区八
一 路 省 公 安 厅 刑 侦 总 队 ，邮 编 ：
410001。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陈
勇 通讯员 肖琳)近日，省民政厅在汝
城县举行“助残脱贫 决胜小康”助残
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专
业技术人员为40名符合“福康工程”
项目条件的贫困肢残患者进行了假
肢取型，捐赠了一批轮椅、助行器等
康复辅具。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省民政厅高度重视贫困残
疾群众脱贫工作，成立了“福康工程”
项目领导小组，4月中旬即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分批分组深入麻阳、桑植、泸
溪、龙山、汝城、桂东、茶陵等地调研筛
查资助对象，为贫困残疾人共奔小康
助力。下一步，省民政厅将对符合条件
的贫困残疾人进行假肢配备、手术矫
正康复、配发辅助器具等助残服务。

助残脱贫决胜小康

省民政2020“福康工程”项目启动

湖南日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刘永涛）韶山市华声红色教育学院
今天揭牌。学院由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有限公司、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创立，依托党媒办学，立足革命
圣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
神。

韶山市华声红色教育学院秉
持“以学员为本，以质量优先，以服
务立足，以创新为要”的培训理念，
致力打造全国红色文化教育培训

机构标杆品牌，助推华声在线形成
“文创、文旅、文体”大整合的传播
新格局，完善公司产业互联网生态
链。

揭牌仪式上，由湖南新康辉“红
色传承”韶山培训班等组成的华声
红色教育学院首批 100 名学员，通
过学术性专题教学、参与式现场教
学、体验式情景教学等教学培训模
式，实现“走红色之旅，分享精品课
程”的目的。

省扫黑办挂牌督办
20起涉黑涉恶案件

依托党媒办学，立足革命圣地

华声红色教育学院在韶山揭牌

双牌县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

“有了村‘管家’，我们放一万个心”

宁远县着力破解基层纪委“有事没人做、有人不会做、做事不精准”难题——

片区协作，让监督长出“牙齿”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