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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袁武华
记者 柳德新）8月份，我省早籼稻已全
面开秤收购。 面对今年粮食价格大幅
走高、 各类购销主体竞争加大的复杂
局面，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认真执行国
家粮食购销政策 ，坚持 “多收粮 、收好
粮 、防风险 ”的原则 ，促进全省早籼稻
收购平稳开展。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统计快报显
示 ，截至8月10日 ，全省农发行已累计
发放早籼稻收购贷款15.14亿元， 支持
收购稻谷6.46亿公斤，分别较去年同期
增长105%和107%。 从该行调查掌握的
情况看， 目前全省市场收购价格相对
合理、市场秩序总体平稳，农发行支持
夏粮收购工作初见成效。

早籼稻开秤收购后，该行把确保我
省早籼稻收购平稳进行作为当前工作
的重心，重点督查农发行全省各级分支
机构贯彻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重点
加强落实总行有关支持早籼稻收购的
各项信贷管理措施的指导，进一步提高
履行政策性职责的水平。 该行切实把握
大力支持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抓好客户

准入、资金使用、库存监管和回笼收贷
等重点关口， 牢牢把握贷款资格认定、
贷款额度核定和库存监管等重点环节。

根据今年粮价高、风险大的特点，
全省农发行发挥网络优势， 主动提供
市场信息服务， 及时发布市场购销价
格信息， 降低企业盲目抢购带来的市
场风险。

沈德良

“百度一下 ，你就上当 ”。
这句话不是戏称 ， 而是一些
网民遭遇 “百度推广链接 ”
上当后的感叹。

当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时 ， 泛滥于网络
上的各种虚假信息 、 钓鱼网
站 ， 却正在吞噬着整个互联
网发展的根基 。 近日 ， 央视
揭露出百度推广让一些钓鱼
网站 、 虚假网站置顶 ， 致使
网民上当受骗的黑幕 ， 让人
怵目惊心。

或许 ， 普通网民还不知
道 ， 在使用百度搜索引擎的
时候 ， 呈现在网页上的并非
自然的搜索结果 ， 而是被百
度人工干预过———那些给百
度付过钱的网站链接会被优
先安排在首页最显眼 、 最受
人关注的位置 。 换句话说 ，
谁给百度的钱多 ， 谁就能在
相关的关键词搜索中 “登上”
百度搜索中最打眼的位置。

这不是百度第一次因虚
假推广而遭到曝光。 三年前，
央视就曾报道过百度竞价排
名做假的丑闻 。 百度公司最
先推出的 “竞价排名 ” 推广
模式 ， 就因提供虚假网站或
虚假信息而遭频频曝光 ， 引
发公众对百度所提供信息公
正性与商业道德的质疑 。 面
对舆论压力 ， 百度CEO李彦
宏不得不出面公开道歉 ， 并
宣布废除原有竞价排名系统，
改而推出取名 “凤巢系统 ”
的新的推广系统。

曾经的摔倒 ， 并没能让
百度幡然醒悟 ， 更谈不上改
过自新。 对百度而言，弃“竞价
排名 ”后的 “凤巢系统 ”，只不
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为了
赚取最大利润 ， 不惜放弃最
起码的公正原则 ， 放任甚至
协助客户通过虚假资格的审
核 ， 导致虚假网站链接轻松
过关 ， 而且只要出钱就能排
到首页甚至第一位 。 金钱 ，
牵引着百度。

百度公司和虚假网站发
布者 ， 都是这条依附搜索排
名形成的利益链条中的获利
者 ， 前者拿到了客户竞相奉
献的巨额推广费 ， 后者则通
过虚假网站欺骗消费者而牟
利 ， 受损的则是社会诚信和
消费者的利益。

“百度 ”为何肆无忌惮地
将自己变成 “钱度 ”呢 ？ 从内
因而言 ， 网站管理者素质的
无法约束欲望 ， 管理粗放低
劣 ； 更重要的因素是 ， 对网
站造假缺少一套系统 、 严格
的监督惩戒机制。

或许三年前 ， 百度负责
人的道歉 ，以及 “知错能改善
莫大焉”的“诚恳”本身就是子
虚乌有 。 这桩丑闻再度曝光
后 ， 不知百度又该如何粉饰
和裱糊这个烂摊子？

诚信是构建正常社会生
活秩序的基石 。 同样 ， 诚信
也是网络发展的安身立命之
本 。 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搜
索引擎 ， 百度为图一己私利
不惜造假 、 纵假 ， 失去的将
是自己未来发展的根基。�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徐博雅）全省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调度会8月15日在长沙召开。省
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陈
肇雄在会上指出， 要密切关注国内
外形势变化和国家宏观政策走向，
加强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监测， 着力
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今年以来， 我省工业经济在宏
观调控的大背景下继续保持了平稳
较快发展， 工业企业在生产资料和

要素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利润大
幅增长， 电力运行在电力需求大幅
增长、 调煤保电工作难度加大的情
况下基本平稳， 但生产要素供应趋
紧等困难依然比较突出。

陈肇雄强调， 要大力实施 “四
化两型” 战略， 坚持以转方式、 调
结构为主线， 努力实现全省工业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他要求， 要把湖
南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放到全球、 全
国大背景来分析， 加强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监测 ， 科学研判面临的形

势， 及早决策应对。 要千方百计做
好调煤保电工作， 确保能源资源等
发展要素的有效保障。 要加快重点
工程建设 ， 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
劲。 要加强市场服务工作， 加快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努力巩固并拓
展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 不断
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运转， 努力促进工业经济在转
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
平稳较快增长。

早籼稻收购贷款倍增
全省农发行已支持收购稻谷6.46亿公斤，同比增长107%�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百度一下，你就上当”
� � � �诚信是构建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石。
同样，诚信也是网络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

� �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李艳）今天，全省第32次质
量管理小组代表大会在衡山召开。
会议提出， 围绕提质降耗、 节能减
排、低碳环保、安全高效为主题，把

群众性质
量管理活
动推向纵
深 发 展 。
副省长刘
力伟出席

会议并作讲话， 省政府副秘书长谈
敬纯出席了会议。

全省质量管理小组经过30多年
的发展， 已累计注册的质量管理小
组达26477个，可计算的经济效益达
90.6亿元。 近年来，全省广大质量管
理小组结合本企业特点， 开展了提
质降耗、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安全
高效等质量管理活动， 涌现出三一
集团有限公司泵送事业部转塔台镗
工班、 湖南建新实业公司饲料生产

班等一大批质量信得过班组， 创造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刘力伟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全面推
进质量兴湘战略的高度， 支持企业
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以提高产
品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为己任，采
取措施不断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
性、创造性，确保质量安全，增强产
品市场竞争力。 要紧密结合企业和
国家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将关系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的质
量安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清洁
生产、 循环经济作为小组活动首要
的任务，科学安排活动课题，注重课
题的可实施性和最终效果， 用小组
成员辛勤的汗水与无限的智慧为企
业和国家发展奉献力量。

�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雷文明） 8月15日， 副省
长、 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深入长
沙、 湘潭、 株洲、 衡阳等地， 对
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整治和预防工
作进行督查。 他要求， 全省公安
交警发扬连续作战 、 不怕疲劳 、
不畏艰苦 、 无私奉献优良传统 ，
战高温， 斗酷暑， 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出行平安。

刘力伟一行先后来到长沙市
天心区、 湘潭市岳塘区、 株洲市
石峰区、 衡阳市南岳区， 就道路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
和调研。 冒着高温酷暑， 刘力伟
看望慰问了在交警岗亭上疏导车
流， 在高速公路、 国省道巡逻执
勤的一线交警。 他深情地说， 全
省公安交警战高温， 斗酷暑， 为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我代表省政府和省
公安厅党委表示亲切的慰问！

刘力伟在督查时指出 ， 目

前， 常德、 株洲和长沙市已分别
保持或晋升了全国交通管理模范
城市， 要发挥长沙、 株洲、 常德
等畅通工程一等管理水平城市的
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我省其他城
市的文明交通创建， 推动道路隐
患的排查治理， 推动建立交通事
故预防工作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
从源头上解决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的基础性、 根本性问题。 刘力伟
强调，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 全
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要按照省
委、 省政府、 公安部和省公安厅
党委的统一部署， 切实落实客运
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的各项举
措， 切实落实 “大运会” 各项安
保措施 ， 大力加强对重点道路 、
重点路段、 重点车辆、 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的监管， 坚决查处客运
车辆超员、 超速、 疲劳驾驶等严
重违法行为， 严防发生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 确保全省道路平安畅
通， 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平安。

�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
员 熊琦 徐博雅）三一重工因其杰出的创
新驱动力 ，连续登上顶级第三方机构 “创
新力”排行榜。

8月12日，三一重工成为《财富》（中文
版）发布的“最具创新力的中国公司”，是机
械设备制造领域唯一的上榜企业；此前的7
月20日，《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
的100家公司”， 三一重工作为榜单中仅有
的两家工程机械企业之一，荣登第72位。

在此次《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
力的100家公司”榜单中，上榜企业来自全球
各行各业，“不以规模论英雄，只以创新看高
低”。工程机械领域中除三一重工上榜之外，
中联重科也位列其中，排第75位。 而世界巨
头卡特彼勒、小松等均无缘此榜。

在 《财富》（中文版）“最具创新力的中
国公司”（共25家）榜中，上榜企业集中于IT
科技、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前三名
分别为腾讯 、百度和万科 ，传统制造业的
上榜企业不多，三一重工排在第13位。

近些年，三一重工致力自主创新，日益
受到国际机构的关注。 研发创新，让三一
核心技术比肩世界。 瞄准混凝土拖泵进行
技术攻坚， 成功研制出72米世界最长臂架
泵车 ， 并一直保持了世界泵送的最高纪
录；解决了影响高铁砂浆应用的世界性技
术难题，研制出世界首台微泡沥青水泥砂
浆车； 研制出起重量达3600吨的全球第一
吊SCC8600TM， 打破了国外品牌在特大吨
位履带起重机领域长期的垄断地位。 今年
7月，三一在业内首推 “量化的承诺数字+
明确的补偿方式”承诺模式，再一次创新
了混凝土机械行业服务标准。

创新的驱动力让三一重工快速崛起，
混凝土机械市场占有率从2002年起稳居国
内第一 ，成为国内第一品牌 ，三一也成为
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

� � � � 8月16日， 一位
老人在新装修的程
潜公馆前讲述该馆
的历史。 目前，位于
长沙市白果园的程
潜公馆修缮工程进
入收尾阶段，预计本
月底完成修缮与市
民见面。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彭司进 摄

全省质量管理小组代表大会提出

把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
推向深入

三一重工连登
《福布斯》《财富》创新榜

陈肇雄主持召开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会要求

加强要素保障 确保平稳较快发展

高温酷暑中挺立动人风景
刘力伟看望慰问一线交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