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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安委办、 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 为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 进一步压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
日，省安委会印发了《湖南
省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
违”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并纳入全省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统筹推进。

根据《方案》，安全生
产领域“打非治违”三年行
动， 将突出对10个方面的
共性问题和对煤矿、 金属

与非金属矿山、烟花爆竹、危
险化学品等专项问题进行重
点整治。

“打非治违”三年行动，将
强化联合执法、强化社会监督，
人民群众可通过拨打“12350”
举报电话，举报安全生产非法
违法行为。对严重非法违规行
为导致的事故和非法违法生
产经营建设行为严重的地区
和企业，予以曝光，并依法依规
纳入“黑名单”管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奉永成

本报3月2日讯 今天上午，省
委副书记、 省长毛伟明出席全省
金融服务“三高四新” 战略座谈
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把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
的总体部署落到实处， 以更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 保障和支撑现
代化新湖南建设。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谢建
辉主持会议，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
参加。

【话成绩】 金融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

座谈会后还举行了重大项目
签约仪式，部分市州、重点园区、
重点企业与金融机构分3轮共现
场签约21个重大项目， 项目总金
额达2225亿元。

会上，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银保监
局、 湖南证监局和9家省内金融机
构负责人先后发言，围绕金融服务
“三高四新”战略提出真知灼见。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毛伟明
充分肯定金融系统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全
省金融业在有力支撑全省高质量
发展、有力支撑“六稳”“六保”、有
力支撑三大攻坚战、 有力支撑民
生事业发展的同时， 实现了上缴
税收大幅提升， 新增贷款余额和
原保费收入快速增长， 金融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社
会融资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存
贷比首次突破85%， 全省不良贷
款率明显下降。

【明方向】
奏响“1234”金融协奏曲

毛伟明指出，当前，湖南发展
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全省金融
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结合湖
南发展实际，落实好“一二三四”工
作思路，全力保障“三高四新”战略
实施。要完成“一个目标”。确保实现
全年金融目标任务， 力争全年贷款
余额增长15%以上， 新增贷款突破
7400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
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继续保持“两增”目标等。
要实现“两个提升”。提升金融对经
济发展的贡献， 在做大总量的基础
上，提升金融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提
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乡
村振兴、生态建设的质效。提升金融
湘军整体实力， 做大做强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规范发展地方金融组织，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湖南金融
中心建设。要服务打造“三个高地”。
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
“四个着力点”，分产业、分企业提供
个性化、差异化、适配性更强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围绕抢占产业、技术、
人才和平台“四个制高点”，探索金
融和科技紧密结合新模式；抓住“两
端、两有、两带动、一环境”四个关键
点，深度参与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
改革开放。要完成“四大任务”。在扩
规模、优结构、强改革、防风险上下
功夫，扩大直接和间接融资规模，优
化资本市场、 信贷投放和金融产品
结构，加快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
农商行改革、 长沙数字人民币试点
建设、 绿色金融发展和地方金融立
法进程，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重点
领域和涉众型金融风险。

毛伟明强调，经济强，金融强；
经济兴，金融兴；金融稳，经济稳；金
融活，经济活。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支
持金融工作，健全科学考评机制，加
强社会诚信建设， 提高领导金融能
力，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金融、 懂金
融、用好金融，切实解决金融机构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齐心协力打造优
良的金融生态。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孙敏坚

本报3月2日讯 今天召开的
湖南省金融服务“三高四新”战略
座谈会上，部分市州、园区、企业
与金融机构分3轮共现场签约21
个重大项目，总金额2225亿元。不
仅如此，各金融机构共报送“三高
四新”领域签约项目316个，意向
性签约金额8853亿元。

第一轮，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高地签约共7个项目，金额
930亿元，分别是：衡阳市政府与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签约300亿元，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湖
南中行签约140亿元，湖南邵虹特
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建行
签约50亿元，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湖南交行签约220亿元，湖
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签约80亿
元，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与长沙银行签约40亿元， 中联重
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沙
分行签约100亿元。

第二轮，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签约共7个项
目，金额420亿元，分别是：湖南
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开行
湖南分行签约30亿元， 长沙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湖南工
行签约100亿元，益阳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与湖南农行签约60
亿元， 衡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与华融湘江银行签约100亿
元，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招
行长沙分行签约70亿元， 湖南中
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
长沙分行签约30亿元， 常德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湖南省融
资担保集团签约30亿元。

第三轮，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高地和乡村振兴签约共7个
项目，金额875亿元，分别是：省
商务厅与进出口银行湖南分行签
约200亿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政府与省农信联社签约300亿
元，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农发
行湖南分行签约58亿元， 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与恒丰银行长沙分
行签约200亿元，长沙城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公司
签约30亿元，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签约77亿元， 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约10亿元。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透露，目
前还编制了“三高四新”需求项目
清单530个，金融机构提供产品供
给清单208个，将推动金融资源加
速向“三高四新”领域聚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淦璋 孙敏坚 刘奕楠

本报3月2日讯全国政
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即将召
开，今天下午，住湘全国政
协委员召开行前会。住湘全
国政协委员召集人、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主持并讲话。

赖明勇、胡旭晟、高志
标、宋君强、谭清泉等住湘
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秘
书长卿渐伟出席。

李微微说， 希望住湘
全国政协委员们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思
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把精
力集中到全会的各项目标
任务上来， 以实际行动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担当委员责任， 发挥委员
作用，把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的要求落到实处，以“委
员之为”贡献“政协之能”，
以“政协之能”服务“中国
之治”，把人民政协制度优
势体现好发挥好。 希望大
家更精准建言资政， 更广

泛凝聚共识， 要充分运用提
案、 社情民意信息、 大会发
言、联组讨论、小组讨论等方
式，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
性的对策建议。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立
足大局全局、站在国家层面建
言国是，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李微微希望大家既讲“普通
话”，又讲“湖南话”，讲好湖南
故事，为我省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多争
取国家层面的支持。多从界别
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建
议，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
基层群众的意见反映上去，更
好地反映民意、维护民利、集中
民智、凝聚民心。要严守大会纪
律，树立良好形象，严格遵守大
会纪律要求和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确保万无一失。希望大家多
提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多讲提
神鼓劲的话、 多弘扬正能量，
充分体现住湘全国政协委员
和湖南的良好形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陈昂昂

毛伟明在全省金融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座谈会上强调

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支撑新湖南建设

分析

经济兴则金融兴，金融活则经济活
为什么要赶在全国两会前开这个座谈会？一言以蔽之：金融

太重要，我们等不及，更拖不起。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金融的重要性。

履新湖南的3个多月时间里， 省长毛伟明在多个场合反复强
调要更加重视金融工作。比如：在长株潭三市的重点企业和园区
调研时，毛伟明指出，要坚持金融与产业、科技紧密结合，完善从
天使基金、种子资金、创新基金，再到上市融资、信贷融资的全产
品金融服务。

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
创新体系， 提高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发展普惠金融，
增强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供给。”

然而，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对金融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金
融服务主要是发放贷款，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比较有限。其实，无论
是小微企业还是行业龙头企业， 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
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金融需求，都需要金融“加持”。

比如，在孵化阶段，种子资金、天使资金可以助力；在扩大规模
阶段，政府、银行或央企等可以提供产业资金，来跟进放大效应。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
融强。

政企银三方现场签约
21个项目2225亿元
金融资源加速向
“三高四新”聚集

李微微主持召开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行前会

以“委员之为”
贡献“政协之能”

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三年行动
重点整治10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链接

无证、证照不全或证照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 被暂扣证照或被责令停产整顿未经复查
合格擅自组织生产经营的；买卖、转让、出租、出借或伪
造安全生产或经营许可证的；非法将生产经营项目、场
所、 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
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关闭取缔后又擅自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按时按要求落实
整改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特
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未通过复工复产验收，擅自
组织生产经营的；未按照“安全责任到位、安全管理到
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求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等。

10个须重点整治的共性问题包括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