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今天从湖南省财政厅了解
到，湖南目前发布了全省第
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示范项目，包括靖州
至黎平（湘黔界）高速公路
PPP项目等117个项目，总

投资额1738.99亿元。 湖南
省第四批PPP示范项目涉及
交通运输、水利工程、医疗卫
生等11个领域，其中旅游、科
技等领域均有不少项目入
选。旅游方面就有澧县城头
山特色小镇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等进入示范行列。
作为全国PPP首批试点省
份， 湖南自2014年以来已推
出316个PPP示范项目，涉及
投资额4848.67亿元。
■记者梁兴通讯员欧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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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0日讯 预存10元
钱成为会员， 谁得病了大家一起
凑钱治病，近年来，众多互联网公
司提出了“相互帮助、均摊风险”
的概念， 在网络平台推出所谓的
互助计划。这真的靠谱吗？

保监会去年就对此作出明确
回应， 这些互联网公司不具备保
险经营资质或保险中介经营资
质，互助计划并非保险产品，将依
法打击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等违法
违规活动。

3月9日， 湖南保监局发出风
险提示函，对我省5家企业提出了
监管要求， 明确要求这些公司要
与保险产品划清界线、 不得以保
险费名义收取资金或非法建立资
金池。

5家湘企被点名监管

近期，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
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
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湖南保监局对湖南地区进行
了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对5家企
业提出了监管要求。

这5家企业分别是运营亲一
家互助平台的湖南善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运营炬天使互助平台
的湖南菩提树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运营灯澜公社互助平台的湖
南象征前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柠檬互助平台的湖南觅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人人互
助平台的湖南梵聚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记者登录这些平台发现其规
则和宣传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市
民花费10元就可以加入互助计
划，享受数十万的保障，实现“一
人有难，众人保障”。这些互助计
划分门别类，包括少年健康计划、
中青年抗癌计划、 老人安心互助
计划等。

记者查询发现， 这5家公司，
注册资本最少的仅200万，最多的
为1800万， 公司股东中并没有国
资、大企业的身影。

严禁以保险费名义收取资金

湖南保监局发出的风险提示
函中明确要求， 这5家公司不得
以任何形式承诺风险保障责任
或诱导消费者产生保障赔付预
期，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承诺足额
赔付，不得使用过往互助案例进
行宣传和营销，不得使用任何可
能诱导消费者产生保障预期的
宣传手段， 不得使用“保障”“保
证”等字眼。

湖南保监局还要求这5家公
司明确平台性质， 在平台官方网
站、 微信公众号的首页向公众声
明“互助计划不是保险”、“加入互
助计划是单向的捐赠或捐助行为，
不能预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同时， 公司要与保险产品划
清界线，不得使用任何保险术语，
不得将互助计划与保险产品进行
任何形式的挂钩或对比。此外，湖
南保监局还禁止这些公司以保险
费名义向社会公众收取资金或非
法建立资金池。 ■记者 潘显璇

万福生科股东
违规减持遭警示

3月10日， 湖南证监局发布了一
项对万福生科股东周岭松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湖南证监局表示，周岭松作为万
福生科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预先披
露减持计划的情况下， 于2016年4月
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万福生科股票10.79万股。上
述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湖南证监局决
定，对周岭松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
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
案。湖南证监局在决定中指出，周岭
松应引以为戒， 并采取有效措施，杜
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记者查询测算
得知， 周岭松减持套现约244.8万元。

■记者 黄利飞

家装业引入互联网模式
本报3月10日讯 互联网带来了

行业的改变，日前由腾讯家居携手宜
和宜美以及天猫美家发起的《2017全
屋软装定制消费趋势白皮书》 发布，
从“群体画像”、“品牌意识”、“行为习
惯”及“需求偏好”四个维度，量化评
估中国消费群体对全屋软装的认知
及定制消费的取向和态度。这份报告
指出，定制家居和软装，需要搭建以
设计为核心、 以场景化体验为桥梁、
以互联网为链接纽带的全屋软装商
业模式。基于这样的消费趋势 ，宜和
宜美提出“设计，还原家的想象”新的
品牌slogan。 ■记者 卜岚

10元享数十万保障？这种平台不靠谱
湖南5家网络互助平台被保监局点名监管 禁止以保险费名义收取资金或建资金池

一些网络平台借互助名义收取资金，保监局日前对于这种现象发布了风险警示。

据了解， 距离新三板2016年年
报披露截止日只剩不到两个月时
间。3月9日，全国股转系统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全国股转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重点关注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对‘财务造
假零容忍’。”据悉，目前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公司数量已达10837家，在近
半数挂牌公司无年报披露经验的情
况下， 公司年报审计以及市场监管
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针对上述问题，
全国股转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相关业
务部门的指导下在京举办会计师事
务所年审业务培训会。

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司针对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培训的同时，3月9日记者
从湖南证监局官网获悉，湖南证监局
也于近期开展了创新挂牌公司年报
培训工作。针对湖南地区新三板挂牌
公司在年报披露中的主要问题，湖南
证监局把强化年报培训作为解决问
题的切入点，同时创新年报培训方式，
从以往集中培训转变为要求各审计
机构对其审计的挂牌公司进行培训。
另外，记者从湖南省新三板企业协会
获悉，为了推动湖南新三板挂牌企业
更好地发展， 协会将于3月14日在长
沙举办“湖南省新三板市场建设专题
座谈会”。 ■记者 黄文成

新三板年报披露倒计时
湖南证监局创新挂牌公司
年报培训工作

“撸起袖子加油干，卷
起裤腿跑步干。”3月10日，
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湘潭
天易示范区）召开创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动
员大会，全面吹响进军“千
亿园区”创建“国家级经开
区”号角。

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
（湘潭天易示范区） 为长株
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
五大示范区之一，总规划面
积99平方公里。 近年来，该
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食品医药（农产品精深加
工）、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
三大主导产业迅猛发展，目
前拥有国内最大的槟榔生
产基地和湘莲精深加工基
地。这里先后获批为湖南省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湖南省
“两型”园区、湖南省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获评中
国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

经济园区，连续四年在全省
产业园区综合评价中位居
省级以上园区第一方阵。

2016年， 该区实现全
年 完 成 技 工 贸 总 收 入
652.22亿元， 增长12.02%；
完成工业总产值467.69亿
元，增长15.01%；完成财税
总收入15.8亿元。

会上， 天易示范区党工
委委员、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王成林的报告围绕一个“干”
字展开。 他指出， 要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抢抓机遇加快
干。要找准差距，补齐短板，
集中力量突击干。 要改革推
动，创新驱动，解放思想大
胆干。要压实责任，强化保
障，凝心聚力共同干。

湘潭县县委书记、天易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傅国平
就创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要高度统一创建共识。
二是要始终坚定创建信心。

三是要切实突出创建重点。
四是要全力确保创建实效。
五是要务实形成创建合力。
六是要着力担当创建重任。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这个家； 要坚持客
商至上、效率至上、奉献至上
的理念，促进园区的发展”。

湘潭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天易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段伟长说：“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全心全意服务示范区
的发展和建设， 举全县之
力，推动天易经开区成功创
建国家级经开区。” 他要求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统一思
想，凝聚创建共识。要主动
担责，有力有序推进。要统
筹协调， 形成创建合力。创
建国家级经开区是一项庞
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县
之力、集全县之智来推动。

■通讯员 欧阳铁强
赵爱兵 张缤

湘潭天易经开区吹响创建“国家级”号角

我省发布第四批示范项目
117个PPP项目总投资1739亿

本报3月10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
日， 财政部PPP中心与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 合作共建 PPP资
产交易流转平台， 湖南省财

政厅作为全国两个试点省份
代表之一与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据了解，湖南与PPP资
产交易流转平台的合作，可
为社会资本提供各类信息，

拓宽投融资渠道，探索完善
湖南PPP项目从发起、融
资、建设、运营到退出整个
生态链，构建PPP长效发展
机制。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欧阳毅

湖南构建PPP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