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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融信贷产品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湖南邮储银行民生金融多点开花
3月17日，邮储银行湖
南省分行投资45亿元 ，为
常德市打造“海绵城市”注
入强劲动力；24日，该分行
投资湘潭市湘江风光带项
目29亿元，“精美湘潭”建
设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此
外，还有株洲市云龙两型社
会示范区建设项目授信48
亿元……今年以来，邮储银
行湖南省分行对于省内重
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掷地有声。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行长李晓良表示， 入湘以
来，邮储银行始终坚持融入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砥
砺十年，该分行不仅能够做
小额贷款，大额的、结构复
杂的贷款（如投行、同业投
资等）也游刃有余。未来，邮
储银行在继续加大对“两
小” 信贷支持力度的同时，
将加大参与地方政府各类
产业基金、PPP、政府购买
服务、国企并购重组等投融
资项目，鼓励并支持辖内重
点企业在债券承销、资产证
券化、资本市场、投资银行、
资金托管、项目投资等多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彰显邮储
银行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行形象。
■记者 蔡平

传统信贷发力
提升效率、突破瓶颈、
服务民生
2016年12月29日， 株洲
市云龙两型社会示范区建设
项目从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首笔支用贷款到位。
从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公司业务部了解到，近年来，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对省内
各地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支
持不遗余力， 仅株洲市云龙
两型社会示范区建设项目就
授信48亿元。
据了解， 由于该客户对
贷款时效要求较高， 邮储银
行主动作为、快速反应，成立
总行-省分行-市分行三级联
动小组，为该项目开通“绿色
审批通道”，得到了客户的高
度认可。
相关 人员 告诉 记 者 ， 该
项目为邮储银行株洲市分行
目前受理的最大的政府购买
服务类贷款， 突破了邮储银
行对当地大型民生项目资金
投放的瓶颈， 受到株洲市委
市政府高度称赞。
记者了解到， 目前邮储
银行正加大力度支持省内各
大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棚
改项目等民生工程， 为地方
经济发展输入了源源不断的
“金融活水”。

长沙专利代办处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

去年受理专利申请35000多件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工作人员做项目调研。

以时间换空间
创新金融助力民生多点开花
3月连日大雨，常德市城区
却难觅积水； 黑臭多年的穿紫
河边， 市民们嬉水的笑声已经
成为新风景；雨水的收集利用，
悄声走进了常德居民生活。
以常德市柳园锦江为例，
昔日的车道、 硬化广场已不见
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高低不平
的草地和错落有致的水塘。草
地与道路接壤处， 则留着一米
多宽的草沟。
小雨时，雨水通过草地、多
孔改性水泥地向下渗透； 随着
雨势加大， 来不及渗透的雨水
便汇集到草沟， 通过沟下继续
“秘密”渗透滞留。暴雨季节，超
量雨则会顺着草沟汇集到不远
处的水塘。
这就是“海绵”。在常德市
36平方 公 里的 建成 区 内，“海
绵”已经随处可见。而80%的雨
水都被“海绵”就地吸收了。
打开了盖板、拆除了河堤、
疏通了河道、修建了1100多公
里的地下管网，将无数大小“海

绵”与穿紫河连通，这背后，无
疑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
2017年3月17日， 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通过金
融创新新方式，对常德海绵城市
项目总投资45亿元， 期限15年，
为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综合服
务项目77个子项目实施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
此外，3月24日， 邮储银行
湖南省分行以非信贷创新新方
式， 成功投资湘潭市湘江风光
带项目，总投资29亿元，期限12
年， 主要用于湘潭市河东湘江
风光带项目堤防工程及道路景
观建设。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
市场部总经理张敏介绍， 常德
海绵城市和湘潭湘江风光带项
目的成功开展对于湖南省城市
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模式具有
示范效应， 同时也充分展现了
邮储银行在支持企业客户融资
和服务地方政府实体经济方面
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省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卢宏
介绍，2016年全省专利代理机构
代理量40381件， 占全省专利申
请总量的60%， 为湖南专利增量
提质 工 程发 挥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他特别提醒公众选择正规专
利代理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影响
到专利申请的质量， 最终削弱专
利权的保护作用。
据悉， 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
是湖南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
动之一。中南大学法学院创新教学
模式，以《专利的申请与审查》为主
题，还将课堂搬到长沙代办处。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资讯

中国金融工会
为阳光人寿许树玉劳模工作室授牌
4月18日，中国金融工会为阳
光人寿菏泽中支许树玉劳模创新
工作室授牌。揭牌仪式上，中国金
融工会宣布命名许树玉劳模工作
室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优秀技
能人才）创新工作室”，与会嘉宾
为工作室揭牌。 中国金融工会副
主席王海光和阳光保险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工会主席赵宗
仁分别在揭牌仪式上致辞， 勉励
工作室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头
作用，加强工作室建设，助力公司
和行业发展。
据了解，许树玉自2005年步
入寿险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寿险
营销 员 起 步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前
行，不断成长 ，从主 管 、部经 理、

总监、区经理到德州中心支公司
副总经理、菏泽中心支公司总经
理。2016年， 许树玉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赢得了属于劳动者的
最高荣誉。
为了推动机构建设、 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培育一批
高素质储备干部人才， 促进公司
业务的增长和整体服务水平的提
升，2016年5月， 许树玉劳模创新
工作室成立以来，积极发扬“工匠
精神”，发挥劳模工作室的辐射引
领作用， 实现个人价值与企业发
展的最大结合。2016年200%完成
年度任务，2017年开门红实现保
费850万，同比增长1265%。
■李安琪

福彩刮刮乐“好运123”本周上市

观察

创新，就是生产力
“与国开行等注重基础设
施贷款和传统信贷不同， 邮储
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市场业务
的特别之处在于信贷不能解决
的问题， 其能通过其他资金市
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以比
较优惠的价格， 将资金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张敏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正是基于这样
的优势， 邮储银行与地方政府
和城投合作， 给他们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
张敏告诉记者， 邮储银行
的金融市场业务之所以能叫创
新， 是因为其能把自有资金或
者是市场上找来的资金，通过结
构化的设计，投入到相关的基础
设施项目， 来解决相关资金需
求。与传统信贷关注贷款主体不
同，邮储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更
看重项目未来的运行预期，是以
时间换空间，机构、期限和资金

本报4月20日讯 今天，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长沙代办处举
行公众开放日活动， 省专利代理
人协会代表、 中南大学法学院师
生和企业发明人代表应邀参加了
此次活动。
长沙代办处属于全国最早设
立的专利代办处， 承担着湖南地
区专利受理、专利收费、专利合同
备案等相关业务。 据介绍，2016年
该代办处受理专利申请35000多
件，每个工作日平均受理140多件；
收缴专利费用12万多笔，累计金额
4700多万元，其中窗口办理6万多
笔，平均每个工作日200多笔。

来源都会灵活很多。
而不可忽略的是， 目前邮
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各项存款突
破4000亿元， 有能力为地方政
府提供大量价格实惠的资金。
“邮储银行不仅仅是存款
大户， 也是支持湖南省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中流砥柱。”邮储
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李晓良表
示，砥砺十年，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不仅仅能够做小额贷款，
大额的、结构复杂的贷款（如投
行、同业投资等）也游刃有余。
未来， 湖南省分行将积极争取
总行支持，创新融资方式，大力
开拓表外融资渠道，通过投行、
产业投资基金、PPP、资产证券
化、投贷债联动等多条腿走路，
为全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省
属大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产
业升级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及资
产管理服务。

福彩刮刮乐， 越刮越快
乐。 在这春暖花开的美好季
节 ， 福 彩 刮 刮 乐 一 款 名 为“好
运 123 ” 的 新 票 将 于 本 周 在 我
省上市。
外观：数字主题，多彩绚丽
“好运123” 是一款数字游戏
型彩票，画面上用绚彩的背景，衬
托着金黄色且带有金属感的主题
名称，票面显得多彩绚丽，极富动
感。 色墨采用配合票面设计的倍
数标志，整体结构鲜明，突出“好
运123”的主题。

奖金：面值5元，最高奖10万
“好运123” 的玩法与画面主
题巧妙结合， 采用了市场上普及
度高、简单有趣的卡通玩法，刮出
数 字“1” 中 得 奖 金 ， 刮 出“2” 和
“3”，奖金分别翻2倍和3倍，增加
了玩法的乐趣。另外，
“
好运123”的
面值5元，最高奖金10万元，共设9
个奖级，丰富的中低奖奖金项设置，
大大提高了彩民的中奖感受。
“好运123”， 好运天天有。欢
迎各位彩民前往各个福彩投注站
体验！
■湘福

刮刮乐新票“
好运123”样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