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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最
具活力的因素，如何破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湖
南金融中心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2019 年 9 月，湖南湘江新区
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政
策优势，联合打造了“湘信融”平
台，专注用大数据打通中小微企
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注册、认证、发布融资需求
时间不到3分钟，5天拿到中国农
业银行湘江新区分行 100 万元
信用贷款，这样的融资速度令企
业负责人们赞叹不已：“真是我
们中小企业的‘及时雨’！”

平台上线一年多，各类主体
注册数量已达 428 家，累计撮合
授信总金额超过 3.28亿，政府数
据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初见成
效。

面对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
情，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

“疫情”。关键时刻，湖南金融中
心真招、实招频出，给遭遇危机
的企业雪中送炭，也给暂时“冰
冻”的实体经济注入了一股暖
流。

防 疫 物 资 生 产 资 金 有 缺
口？这里有“绿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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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万元授信
放款；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辟了
抗疫信贷“绿色通道”，当天为湖
南省疫情防控重点联系企业可
孚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放
信用贷款 1000 万元，专项用于
疫情防控救治物资生产。

小微企业复工难？这里有
“免费办公室”。疫情期间，位于
楷林国际的湘江金融科技孵化
器，推出“免租金、免停车费、免
物业费”的过度办公空间，助力
中小微企业拎包入驻。

支持重点产业、中小企业加
快发展，与其让财政资金“独挑
大梁”，不如引来社会资本的金
融活水形成合力。

2016 年，湖南湘
江新区创新财政资金
投入形式，发起设立
产业发展基金，委托

湘江国投管理运营，以财政“小
资金”撬动社会“大资本”，推动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
升级。

利用母基金导入资源、利用
天使基金加速项目孵化、利用产
业基金整合产业链、利用创新类
基金布局增量……几年来，在市
场化运作下，湘江新区产业基金
群日益壮大，“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基金+基地”“母基金+子基
金”等产投融一体化的产业基金
运营模式可圈可点。

2017年，湘江基金小镇正式
授牌，以私募股权基金产业为主
要特色，最大限度地放大湖南湘
江新区在资源禀赋、政务服务、
金融人才等方面辐射带动作用。

据统计，小镇目前已入驻机
构 291 家，管理规模 1805 亿元；
新区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
本财政放大倍数 8.2 倍，累计投
资项目 240 个、投资总额 68 亿
元，累计完成返投新区项目 53
个、返投金额 30 亿元，极大撬动
了社会资本服务新区实体经济。

今年 4 月，湘江国投正式入
驻湘江基金小镇，于新平台开启
新征程。面对疫情“大考”，湘江
国投利用“湘信融”平台整合融
资担保、风险补偿、续贷等金融
产品，撮合企业获得授信总金额
达2.38亿元。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
自奋蹄。

面向“十四五”，湖南金融中
心豪情满怀。“我们将持续完善
现代金融机构体系，突破发展金
融科技，增强产融结合共生，提
升金融开放水平，推进金融多元
化发展，成为立足长沙、深耕湖
南、辐射中西部的区域性现代金
融中心、产融结合示范中心、金
融科技创新中心、金融双向开放
高地。”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负
责人如是说。

又是一年橙黄橘绿时。收
获季，听湖南金融中心蹄疾步
稳；再启程，看金融巨舰乘风破
浪！

湘江潮涌数风流湘江潮涌数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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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观岳麓，盛秋看湘

江。

当 2020 年的时间指针

走到岁末，第四届湘江金融

发展峰会如约而至，为穿透

疫情阴霾、实现正增长的三

湘大地再添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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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以服务

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为

统领，在这片面积仅 6.8 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深耕细作、

勠力前行，成为湖南金融改

革与创新的前沿阵地。

而今迈步湘江西滨，湘

江基金小镇沿江岸线蜿蜒

伸展；长沙银行、三湘银行

等总部机构林立；盛世投

资、海捷投资等一批私募

“龙头”聚首……湖南金融

中心已轮廓分明、血肉丰

满，成为湖南经济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一张闪亮

名片。

春华秋实四余载，砥砺

奋进正当时。我们不禁期

待，2020 湘江金融发展峰

会又将会带来哪些惊喜？

“湘江论道、科技赋能、

产融共生”，湖南金融中心

蓄势待发！

2017 年秋，第一届湘江金融发展峰会横空
出世，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

汇聚业界精英,把脉行业趋势,赋能产业发展,
湘江金融发展峰会为湖南金融业注入蓬勃活力,
加速中部地区金融业聚集发展，“湘江论道”的品
牌形象也深入人心，逐步树立起中部地区金融业
高端峰会的口碑。

透过湘江金融发展峰会的窗口，人们可以
看到湖南金融蓝海的波澜壮阔，湖南湘江新区
金融机构体系和业态的日趋完备，湖南金融中
心与入驻企业的共生共荣。

梳理湘江金融发展峰会3年发展历程,一条
清晰脉络贯穿其中——第一年明确规划,第二年
落实路径,第三年展示形象。第四届峰会将根据
湖南金融中心“科技普惠”定位，进一步凸显“金
融机构+金融科技+基金机构+配套机构”四大
支柱板块的特色和潜力，以“湘江论道·科技赋
能·产融共生”为主题，再攀高“峰”。

“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始终以开放、共享的胸
襟，溯湘江而上，立足中部，放眼全国。”主办方
表示，本届峰会将邀请的外省金融机构和优质
金融科技企业无疑也印证了这一点。

重庆市原市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
融研究院副院长(CARF)李峰等专家学者,省
委省政府、上海证券交易所、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中

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
局等政府代表及达晨创投肖冰、诺亚财富殷哲
等投资界大佬和省内外银行、保险、证券、基

金、区块链及相关金融科技企业汇聚一堂,论道
湘江，活动规模为历届之最。

“我们希望汇聚各方智慧，就金融科技与湖
南金融中心金融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金融助力
岳麓山大科城科技成果转化、资本推动湖南湘江
新区智能网联汽车等特色产业高标准发展建言
献策，更好发挥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对湖南金融产
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主办方负责人如是说。

每当夜幕降临，矗立于湘江西岸的湖南金
融中心霓虹闪烁、灿若星河，焕发出现代都市的
无穷魅力。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品质楼宇，持
续刷新着湘江西岸的城市天际线，勾勒出产城
融合的美好蓝图。

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省政府明确提
出，集全省之力于湖南湘江新区滨江新城建设
湖南金融中心，将其定位为湖南唯一的省级金
融中心，一个长沙版的“陆家嘴”呼之欲出。

2020 年，“十三五”收官之年，湖南金融中
心以“培植+引入”金融机构为方法论，打造了欣
欣向荣的金融生态林，一个科技普惠金融中心
登上时代大舞台，不断赋能传统金融和实体经
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场、强劲引擎，
吸引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这里集聚。

从破土而出、新芽吐绿再到开花结果，4 年
多来，金融生态林拔节生长，湖南湘江新区现代
金融产业链日渐完善。

据统计，2019 年，以湖南金融中心为着力
点，湖南湘江新区金融业增加值实现93.3亿元，
占 GDP 比重 7.25%；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
达 823.3 亿元和 834.3 亿元；金融业实现税收

32.4亿元。
事实上，金融产业的发展不止于数字的增

长，更在于多元金融机构协调发展的金融机构
体系业已形成。

争当新区金融改革的排头兵，湖南湘江新
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湘江国投”）勇
挑重担、拼搏进取、招大引强。为“湘信融”中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简称“湘信融”平台）提供
技术支持的中金金融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来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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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落户了；还有通联支付、栈略数据、优保联
……4年时间，近50家金融科技企业入驻，湖南
金融中心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势如破竹，为长
沙“软件业再出发”行动写下最佳注解。

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现代金融体系的稳
固“底盘”。近几年，湖南湘江新区积极推进金融
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先后出台《关于加
快湖南金融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湖
南基金小镇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支持金融科
技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专项扶持政策，进一步打
造金融集聚生态，助力机构实现跨越式发展。

软件与时俱进，硬件齐头并进。150万平方
米高端金融写字楼即将建成，3万平方米基金小
镇滨水生态办公区投入使用，6000平方米湘江
金融科技孵化器满足中小金融科技企业办公；
湖南师大附属滨江学校、麓山滨江实验学校等
一批高品质学校，以及希尔顿酒店、JW 万豪酒
店等全球顶级酒店纷纷落户建成；金融中心政
务服务超市“开业”近一年，为入驻湖南金融中
心的企业提供商事登记一站式办理。

政策优惠、服务精准，让湖南金融中心引得
凤来栖。“十三五”时期，共引进金融机构或企业
410 家，其中金融机构 70 家、金融科技企业 52
家、专业服务机构 17 家、基金 271 家，管理规模
1755亿元，片区就业金融人才从2016年300人
发展到如今近万人。

溯江而上，打造中部地区金融业高端峰会

拥江而来，精耕金融生态林开花结果

立江搏浪，聚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王 晗 焦 婵 张 笛

湖南金融中心夜景

现代金融楼宇林立

（本文图片由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于青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2日下午在北京
中南海参加人口普查登记。这次全国
人口普查是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
情国力调查，将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
构、分布等方面情况，有助于为完善人
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统计信息支撑。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在大国
点名中读懂国家强大。人口普查 10
年一次。今年是新中国诞生 71 周年，
人口普查也是第七次了。回眸神州大
地 10 年来令人感奋的可喜变化和生

动故事，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家庭的变
化中感受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都跃上了新台阶，社会
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
世界东方。

在大国点名中读懂民生幸福。小
区新生儿童多，是否需要新建一所学
校；有些道路交通很拥堵，如何规划
更科学；老龄人口逐渐增多，在哪里
兴办养老服务机构……解决好这些
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与经济社
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问题，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掌握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
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0733 元，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中等收入群体。这次人口普查将全面

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变化，也将为今
后一个时期改善民生提供新的数据
支撑。

在大国点名中读懂治理提升。人
口普查经历了“全手工”采集、记录、
汇总，到对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再
到今天全面电子化、实时上传信息、
用大数据比对查缺补漏的过程，这真
实记录了技术不断革新的历程。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的普查工作从启动开
始就特别注意疫情防护和隐私保护，
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告知防范被骗的
信息，回应人们的种种疑虑、担忧，展
现出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

在大国点名中读懂人民至上。这

次普查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行的
一项重大工程，在创新传播方式、精准
精细服务上下了很多功夫。比如，在B
站等年轻人聚集的新媒体中刊播公益
广告；又比如普查对象户口在老家、常
住在外地，可以进行两头登记，汇总时
再进行排重；对一些作息不规律、下班
较晚的住户，普查员会灵活变更入户
时间；对群租房区域，除了上门逐一填
报，还开发了便于群众自主申报的小
程序。这些细节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宗旨的真实体现。

当下，人口普查工作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中，以高质量的普查给未来
一份高质量的规划书、设计图，需要每
个人的积极参与。

段官敬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中国以大
国担当的处事风格和兑现承诺的守信品
质，如期举办第三届进博会。进博会，作为

“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之一，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部署的重大改
革开放举措。进博会的召开，传递着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信念与信心。

进博会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虽然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参展商赴“东方
之约”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这种热情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今天
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边主
义。”今年，进博会上报名注册的采购商
中，年营业额10亿美元以上的2238家，
年进口额1亿美元以上的近1400家，近
百家企业签约参展未来三届进博会。世
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平均展览面
积比第二届增加了14%，总展览面积扩
大近 3 万平方米。这足以证明本次进博
会充满了市场磁吸力，彰显了中国市场

的发展韧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进博会见

证科技伟力。从“巨无霸”机床、航空发动
机、干纤维纸张循环打印机，到电影《信
条》中的同款游艇走进现实，可折叠成双
肩包大小的皮划艇，仅重2克、胶囊大小
的心脏起搏器等，纷纷登上进博会的舞
台。这些硬核“尖货”展示了创新的丰硕
成果，也立体式传递了科技创新的重大
牵引作用。

坚定对开放的信念，才能坚定对发展
的信念。这是当下要特别彰显的价值观，
也是一种可以抵御各种风浪的、真正的自
信。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
确定性中谋发展、求突破，于危机中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携手并肩、团结协作、共建共享。同
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广袤消费市场，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定会为世界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罗志华

高值医用耗材全国集采“第
一单”于 11 月 5 日落地。作为首个
品种，冠脉支架首年意向采购量
超百万，涉及微创医疗、乐普医疗
等 12 家公司的 27 个产品。市场分
析认为，集采或重塑冠脉支架百
亿市场竞争格局，这是国家层面
首次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集采，
对于后续其他品种将带来较强的
示范效应。

除了财政投入之外，“养医”
有多种形式，其中最理想的是“以
技 养 医 ”，即 医 务 人 员 靠 技 术 吃
饭，技术高、贡献大的医务人员报
酬就高，反之亦然。这样一来，会
使医务人员更加注重提高医学技
术，注重患者的切身感受，增强百
姓健康获得感。

社会上广受争议的是“以药
养医”，即通过药品加成，让医院
获得利益。“以药养医”导致的后
果是，开药越多且药品价格越高，
医院获利也就越大，多开药、开贵
药，成为一种增收手段，导致医保
基金难以承受，患者苦不堪言。近
年来，随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

推开，已全面取消了药品加成政
策。

“以药养医”之外，还有“以耗
养医”，即通过医用耗材加成来获
取利益。“以耗养医”的副作用与

“以药养医”相似，但也有其不同
之处。比如，生产高值耗材的厂家
更少，市场竞争相对不激烈，企业
容易坐地起价，其结果是，高值耗
材价格畸高的程度，往往远超高
价药品。近年来出现的“把宝马含
在嘴里（即几颗义齿的价格与一
辆宝马车的价格相当）”等现象，
就是鲜活的例证。

去年 6 月，北京市启动医耗联
动综合改革，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医疗机构正式告别“以耗养医”。
11 月，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
南省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实施
方案》，向“以耗养医”宣战。

如今，高值医用耗材全国集
采“第一单”，同样具有首开先河
的示范意义。期待“第一单”之后，
医用耗材集采等改革加速推进，
尽快让“以耗养医”成为历史，患
者不仅能够享受到低价药带来的
好处，而且也不必再为高昂的耗
材价格而发愁。

杨燕明

近日，网名叫“守山大叔”的于新伟突
然发现自己在抖音上火了。短短一天时
间，他发布的诗歌朗诵《再别康桥》，冲上
了热搜第一，有超600万人观看，获赞34
万多次。最普通的劳动者，以极富“反差
萌”的方式走红网络，他不是第一个。工厂
女工、环卫工人、火车司机等，这些普通劳
动者网上爆红的故事，如今不在少数。

简单如斯，何以圈粉无数？从报道来
看，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独一无二的
故事。“泥巴哥”朱付军，来自河南浚县，
他把当地的非遗泥塑通过拍摄短视频的
方式发布到网上，获得了三百多万的粉
丝。“守山大叔”于新伟来自河北承德，
2019年腊月，他结束了携妻带子的江西
打工生活，回到老家承德开始养鸡。也就
在这年腊月，他开始在短视频直播平台
上发布作品。而来自温州的曳步舞夫妻，
妻子彭小英学舞本是为了治愈丈夫的抑
郁症。但自从学舞之后，追赶在两人身后

的阴霾，仿佛透出了一道和煦的光线。
他们，没有高超的拍摄技巧，没有高

级的摄影设备，仅用最接地气、最简单的
方式，记录自己真实的工作与生活、兴趣
和爱好，却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点赞与
追捧，成了“聚光灯”中心的“明星”与达
人。努力工作、用心生活，从田间地头、从
厂房车间、从工地的脚手架上，他们走进
公众视线，走向时代舞台的中央。

没有人的生活可以一帆风顺。这些
草根网红，平凡如斯也要追求高光时刻，
身处阴霾也要寻找光亮，遇到坎坷也要
快乐起舞，足以给无数对平凡的生活感
到厌倦甚至麻木，为平凡的自己感到丧
气的人，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温暖的时光。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终究会被岁
月温柔以待。”当然，成为网红不是这些普
通劳动者的初衷，热爱生活、活得舒坦才
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一定要成为网
红，但只要我们能汲取热爱生活的力量，
拥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用热情拥抱多彩
社会，就没有辜负自己，没有辜负时代。

在“大国点名”中感受时代进步 “进博会磁力”
释放大国信念与信心

向“草根网红”
汲取热爱生活的力量

医用耗材全国集采
“第一单”的开先河意义

11月4日，网易严选发布公告突然宣布退出今年的“双11”大战。严选在公
告中表示，每年的“双11”已经成为营销策略下一波又一波的“集体高潮”。

中消协总结了近几年“双11”“6·18”期间的消费陷阱，大致有以下几点：直
播带货槽点多、优惠活动水分多、商品质量问题多、售后服务诟病多、订单合同
违约多、促销广告骚扰多。最近，媒体上也有不少“‘双11’暗战，实体店或比网
店便宜”的报道。作为风口上的电商，如果一味玩套路，就注定走不远。

文/图 闵汝明

玩套路，注定走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