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颜常青 乔庆林） 日
前， 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交通部在吉
隆坡签署了战略投资备忘录。 马来西亚政府支持由 “南车株
机” 牵头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建立南车东盟制造中心， 从事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及相关服务等业务。

自2010年进入马来西亚轨道交通市场以来， “南车株机”
已先后获得当地城际动车组、 城际动车组维保服务、 轻轨列
车等多个项目订单， 并设立了城际动车组维保服务基地， 成
为推动当地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力量。

马来西亚方面表示， 中国南车选择在霹雳州投资， 不仅能
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而且将有效提升马来
西亚铁路工业水平。 中国南车副总裁傅建国表示， 中国南车将
充分发挥旗下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丰富的异地投资经验， 完
成东盟制造中心的建设及技术的平移， 促进当地轨道交通不断
发展。

“南车株机”牵头
建立东盟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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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在新化县紫鹊界风景区，
一路景致宜人， 车行其间， 十分平稳安
全。

近3年来，新化县机动车辆和驾驶员
以每年30%的增长幅度持续增长，该县依
靠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道路交通安全 ，
使交通事故保持平稳下降。

“新化乡村道路都有专人管。 ”最近，
省交通安全委员会向全省推介了其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经验。

政府主导担重责
新化是典型的山区人口大县。 近年

来， 随着农村交通快速发展 ，该县一方
面道路硬化的进程加快 ， 农民的出行
条件不断改善 ； 另一方面由于交通民
警警力严重不足， 农村地区道路安全管
理不同程度出现 “漏管 ”和空白 ，交通安
全隐患突出，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县委、县政府认识到，保障农民群众

出行安全，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
道路交通安全，彻底改变农村交通安全现
状。

2009年，新化县成立了“新化县道路
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领导小组”， 由县委
常委、 副县长姜世星任组长， 并逐步完善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乡镇负责，社会参
与”的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机制，明确
要求乡镇主要领导作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油溪乡党委书记张剑
钢告诉记者：“现在，哪里堵车 ，哪里发生
交通事故，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

在新化县桑梓镇交通安全社会化管
理办公室的墙上，记者看到了一张全镇交
通安全路段包干责任表。 据介绍，该县辖
区内所有公路都有责任领导、 责任民警、
责任人员以及他们的联系电话， 分工明
确，责任到人。 采访中，当地干部告诉记
者：“在新化，每一段的乡村道路都有专人
来管。 可以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细化到
位。 ”

各方联动保平安
新化县各乡镇、村的密切配合是交通

安全社会化管理格局得以形成和巩固的
重要保证。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伍侣伦举
了一个例子：今年春运前夕，为缓解县城
中心路段的交通压力，准备将还没有竣工
的环城路临时开通。上梅镇交通安全社会
化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例行巡查中，发
现跨铁路大桥连接处有两处大坑口，迅速
组织力量将坑口填平，确保了春节整个县
城安全畅通。

每个季度的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制
度 ， 使交警 、 公路等部门能及时掌握
管辖公路的隐患情况 。 去年汛期 ， 新
化县境内连降暴雨 ， 全县农村公路受
到不同程度的冲毁 ， 各乡镇积极配合
公路部门 ， 对辖区内管辖路段安全隐
患 、 水毁情况进行排查 ， 及时处理 。
仅 2011年 ， 县农村公路管理局就对乡
镇排查出来的 970处 安 全 隐 患 及 时 进
行了整改 。

从2009年开始， 该县组织公安交警、
公路、交通、运管等部门，为符合通行条件
的边远乡村开通农村公交客运。 目前，已
开通农村客运班线116条，投入运力200余

台 ， 全县80%以上行政村开通了客运班
车。

交警创新强基础
新化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创新管

理方式，全力保一方交通平安。
警力不足，就依托派出所、乡镇，开展

农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道路交通
事故的前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的调解处
理等。 同时，针对辖区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形成了以交警中队、派出所为执法
主体、 乡镇全面参与的交通安全管理模
式。去年以来，新化县各乡镇、派出所查处
交通违法行为1.9万余起， 调处轻微交通
事故2620余次，强制报废“三无”摩托车、
农用车228辆。

该县常年实施 “流动 车 管 所 ”活
动 ， 派出警力到田间地头为农民群众
办理车管 、 驾管等业务 。 还协调各乡
镇 ，成 立 了 “交 通 管 理 服 务 站 ” ，为 车
主和驾驶员办理年检年审 、 换证补证
等业务 。 两年来 ， 全县共办理摩托车
驾驶证 3 .2万 余 个 、 摩 托 车 落 牌 落 户
4 .5万余台 。

乡村道路都有专人管
———新化县推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工作纪实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镜采三湘巨变

湖 南 远 见 集 团 协 办

美丽
宜居长沙
作为中国首批优秀旅

游城市和国务院公布的首
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省
会长沙，近年来加大建设力
度，积极打造文明、宜居城
市。 道路一条条拉通，桥梁
一座座飞架，广场一个个兴
建，绿地一块块增加，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日
渐完善， 城市品位大大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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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建五局，明显呈现出“信心

丢失 、信用缺失 、人和迷失 ”的 “三失现
象”。 2002年12月，鲁贵卿走马上任，担任
中建五局董事长。 他认为，要破解公司难
题，必须以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先导。

中建五局新班子上任后立即启动总
部机关改革。 2002年12月27日，局总部机
关所有中层以下干部全员下岗、 全体员
工都可以报名竞争。 消息一公布，立刻引
起轰动。 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党委书记
姜守柏，当时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公路项目
任项目经理。 12月26日获知这个消息后，
他当天晚上就赶到长沙， 连夜进行竞聘
准备。尽管仓促上阵，但由于他经验丰富、
对答如流，一举获得营销部经理一职。

在困难企业，讲困难很容易，不讲困
难则需要勇气。2003年8月，鲁贵卿又带着
全局48名中层以上干部来到井冈山，重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精神。 通
过在内部寻找亮点，领导身先士卒，帮助
干部员工重建信心。

发展是解困的根本途径。五局通过推
进区域经营“四个转变”、实施资源重组整
合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扭转生产经营的
被动局面， 以跨越式发展的实践成果，从
物质层面支撑了员工的信心。 当时，中建
五局下属16家企业中，11家存在亏损。 对
于企业解困，五局提出“消灭亏损企业”的
目标和“一企一策”工作思路，针对每个企
业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仅过了3年，11家亏损企业就有9家实现盈
利。

依靠不断解放思想， 培育信心文化，
中建五局最终实现蜕变新生。 2003年到

2011年底， 短短9年时间年利润总额从负
数增长到16.11亿元；员工平均工资增长6
倍；接收大学生逐年增长，今年接收大学
生2042人;每年还为社会提供10万个就业
岗位。

中建五局董事长鲁贵卿深有感触地
说，对一个企业而言，信心就是旗帜，信心
就是力量。只要旗帜不倒，只要力量还在，
企业总能找到走出困境的路。

信用是立业之本

五局人有这样一个共识： 作为国有
企业，思想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能丢，
这是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建五局把文化建设融入到日常经
营管理中，每3年进行一次主题思想文化
教育， 把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成企业文化， 逐步培育出特色鲜
明的“信·和”文化。 2003年开展“信心、信
用、人和”3项工程建设，推动五局扭亏脱
困；2006年践行“立德、立人、立业”的“三
立 ”使命 ，推动五局做大做强 ；2009年又
深入开展“公与私、是与非、苦与乐、言与
行”4组关系大讨论，推动五局科学发展；
今年 ，又开展 “学超英 、强内功 、谋发展 ”
活动，推动五局转型升级。

中建五局领导班子认为， 以前企业
之所以陷入困境， 主要原因在于信用缺
失，导致市场越做越小。 而信用缺失的根
源，又在于思想观念上未能树立“顾客至
上”的经营理念，过于追求企业短期利益
最大化，以致失去了顾客和社会的信任，
最终失去了市场。

痛定思痛，五局将转变经营理念、培

育信用文化作为重新打开市场大门的金
钥匙。 2004年，五局承接东莞商业中心H5
项目不久，钢材价值大幅上涨，东莞市绝
大部分项目不堪压力纷纷停工。 H5项目
如果也停工将给业主带来巨大损失。 五
局领导当即表示， 信守合同工期是本分，
风险再大也决不停工。 敢于支付信用成
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一时间，中建五局
的表现在东莞市场传为美谈。 后来业主
不仅根据实际调整了造价，还追加了价值
10亿元的后续项目， 并介绍了很多新项
目。 中建五局因此在东莞市场上很快成
为公认的建设行业排头兵。

9年来，中建五局先后获得了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工程大奖等国家
级工程奖项100余项，三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三获“中国最具成长性企业”，企业
美誉度与影响力极大提升。

人和是立业之魂

多年来， 中建五局致力于在内部营
造和谐 、健康 、向上的人际环境和公开 、
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纠正了人们头脑
中模糊、错位的观念，使“按劳取酬”、“不
劳动者不得食” 等价值标准得到回归和
张扬。 同时，强化人本意识，变“纯商务关
系 ”为 “战略合作伙伴 ”，并从竞争到竞
合，追求合作共赢，做大市场蛋糕。

2002年 ，公司员工是16000人 ，上岗
的员工只有4800人。 这些年，公司一直在
坚持 “换血 ”，在 “不回避矛盾 ，公正 、公
平、公开”的原则下，制定了《理顺劳动关
系18条 》，经过劳动部门审核把关 ，并经
过职代会审议通过，坚持“阳光操作”。 同

时，又先后招进大学生10000人，这些有知
识、有活力、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成为公
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资源和资本 。
五局对农民工实行“五同”工作原则，政治
上同对待、工作上同要求、素质上同提高、
生活上同关心、利益上同收获，在公司10
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就有3
个是农民工。

“适合的是最好的，适用的就是科学
的，适时的就是先进的。 ”中建五局工会
副主席 、 原企业文化部部长孙红介绍 ，
“信·和” 文化的凝聚力很快显现出来，具
有持久竞争力的企业文化，讲奉献、争上
游的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模范人物。 生前
被职工亲切称为“大姐书记”的中建五局
土木公司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陈超英，直到去年6月因公牺牲，她家
一直住在没有电梯、 光线昏暗的小房子
里。 她掌握着分房权利，但没有为自己分
过一套，而是将房子分给了急需用房的年
轻员工。 今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
院国资委、湖南省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
合举办陈超英事迹报告会，在全社会掀起
学习陈超英先进事迹的热潮。

“超英不是树木，而是森林。 ”中建五
局党委书记周勇说，“信·和”主流文化带
来企业潜移默化的转变，成为企业不断前
进的动力。 重庆中梁山素有“西南地质博
物馆 ”之称 ，隧道施工需攻克6道煤系地
层、10余处高压涌水等一系列复杂地质难
题，在建筑施工领域被称为“鬼门关”。 中
建五局隧道公司项目部的小伙子们，硬是
凭着顽强斗志和无私奉献精神，奋战1003
个日夜提前将工程贯通，创造了国内轨道
交通建设史上的奇迹。

� � � � （上接1版②）
由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共同举办的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喜迎十八
大———镜采三湘巨变”大型图片展将于10月9日开幕。
图片展分为奋进开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6
个部分，从新闻的独特视角，精选近10年来具代表性
的湖南日报新闻摄影记者和通讯员作品，全方位地生
动展示了湖南这10年来的变化和成就。

图片展开幕前一天，虽然长假刚过，烈士公园的
游人仍是络绎不绝， 不时有群众驻足观看已经布置
完毕的展板。 有的拿手机拍下展示了矮寨大桥壮观
施工场面的图片，有的干脆直接站在“开往春天的火
车” 主题图片前合影。 已经退休的李淑兰阿姨常来
烈士公园散步，在长沙工作了20多年的她颇有感触：
“以前其实也在电视上看过这些，但还是没有今天看
到的图片感到震撼。 现在党的政策确实好， 你看那
些高速公路和保障房多漂亮壮观，以前都没有的。 ”
86岁的李庆和爷爷刚刚锻炼完身体， 正想从南门出
去，就被刚刚搭好的绚丽多彩的“潇湘神韵”展板吸
引住了，离去之前他对记者说，明天他一定要带孙子
来看看湖南这10年的变化。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李银明）记者今天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中秋、国庆8天长假期间，全省交通运
输系统勇挑稳增长的硬担，抓进度、保平安，全力做好中秋、国
庆假期工作，“两节”期间，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稳
步推进，8天完成投资逾16亿元。

今年黄金周恰逢中秋 、国庆两节相连 ，在 “史上最长黄金
周”期间，三湘大地普遍天气晴好，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时间。据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贺仁雨介绍，8天长假期间，省交
通运输厅对全省38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进行了调度，全省绝大
部分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者牺牲假期加班加点抢进度。据统
计，整个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38个项目共有128297人坚守工作
岗位，“双节”期间8天共完成投资16.12亿元，其中要求确保今年
通车的宁道、娄新、衡桂等15条高速公路完成投资7.89亿元，占
48.92%。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胡鄂南 胡波）记者昨
天从省公安边防总队长沙边检站获悉， 截至10月7日12时，中
秋、国庆长假期间，长沙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2万余人次，
出入境航班150余架次，较去年同期相比，航班增长量达17%。

据介绍，随着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增“长沙———沙巴（马来
西亚）”航线，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长沙直飞东南亚旅游的
内地居民明显增多。此外，己丑年公祭舜帝大典在九嶷山举行，
部分代表从长沙口岸出入境。长沙边检官兵针对节日期间进出
港航班多属“晚出早归”型，口岸通关时间较长的实际，为确保
旅客通关顺畅，在航班出入境高峰时段，合理调配警力增开“团
体”通道等多项措施。

长沙出入境航班
同比增长17%

直飞东南亚旅游内地居民明显增多

近13万交通建设者抢抓晴好天气加班施工

8天完成投资逾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