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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勇

9月17日上午， 长沙市元正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肖梦良， 走进长沙货运
中心长沙东物流车间营业厅。 10分钟之
后， 他便拿到了发货单。

肖梦良曾经是铁路货运的老客户，
近年来考虑到铁路货运程序繁琐， 并且
发货等待时间较长， 逐渐将货运业务转
为公路。

“6月以来， 长沙货运中心的客户
代表经常给我打电话， 介绍铁路货运新
服务，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重新选择铁
路， 没想到变化果然大。” 肖梦良介绍，
现在铁路部门脸色好看了， 手续简化
了， 效率提高了。 经反复核算比对， 正
元科技觉得还是走铁路货运更能降低成
本， 便再次将货物交由铁路运输。

记者从广铁集团在湖南地区新组建
的长沙货运中心、 怀化货运中心了解
到， 自6月15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实施铁
路货运改革以来， 铁路部门通过简化手
续、 实行“门对门” 服务等多项措施，
货运量逐渐增加。

据广铁集团统计， 6月15日至9月21
日， 湖南地区铁路日均发送货物2360
车， 近万吨， 环比 （较改革前100天）
增长7.2%。

流失的货源又回来了

“首先要追回那些失去的货源。”
长沙货运中心主任陈华兵坦言， 铁路货
运要重回优势地位， 首先得让原来的老
客户做增量。

围绕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长沙

货运中心积极主动融入市场， 参与竞
争， 再次赢得了大客户华菱集团的“芳
心”。

8月9日， 广铁集团与华菱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华菱集团承诺， 提高铁
路货运市场份额， 年内通过铁路运货
1380万吨， 比去年增加210万吨， 增长
17%。

但今年前5个月， 华菱集团通过铁
路的运货量下降了10%。

华菱集团市场管理部副部长邱武介
绍， 随着多种运输方式的发展， 华菱集
团近年来逐渐将货物向水运、 公路等运
输方式转移。

华菱集团是广铁集团长期的大客
户， 去年货运量约占广铁集团货运总量
的12%。 大客户货运份额下降， 让铁路
部门警醒。

6月3日， 长沙货运中心成立第三
天， 陈华兵就率营销团队到华菱集团走
访。 3个多月来， 货运中心已先后11次
上门拜访， 主动联系合作运输事宜。

为满足企业需求， 铁路部门向华菱
集团提供了岳阳至娄底、 岳阳至衡阳循
环运输方案。 即， 企业使用循环车从岳
阳城陵矶港口， 运原材料至娄底的华菱
涟钢和衡阳的华菱衡钢， 再从钢厂运产
品至港口， 双向都是满载运输， 避免了
单向空车运行， 企业总体运输成本大幅
降低。

为了更好“贴身服务”， 铁路部门
还向华菱集团下属的每一家企业派驻客
户代表。 客户代表天天上门服务， 了解
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物流配送情况， 协调
解决企业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突发问
题。

“铁路不断优化运输服务， 帮助企
业降低物流成本， 我们又把一些从水
运、 公路运输的货物转移到铁路运输上
来。” 邱武说。

湖南新增客户150个

货运改革让老客户重拾信任， 还吸
引了更多新客户关注。

长期以来， 铁路的主要货源为煤
炭、 钢铁、 矿石、 石油等大宗货物。 货
运改革后， 机械、 电子电器、 日用百货
等零散货物也开始逐渐转投铁路运输。

怀化骏泰浆纸公司是铁路货运改革
后新发展的客户。 该公司负责人王智事
向记者介绍， 选择铁路运输源于一次紧
急交货。

7月21日下午， 该公司接到发货电
话， 须当晚发运500吨纸浆到河南新
乡。 他们试着给怀化火车站打电话询问
发货事宜。 出乎意料的是， 铁路部门反
应极其迅速， 当晚就将货物装好运出。

“铁路‘随到随办’ 的风格让我们
刮目相看， 我们决定以后将所有运输业
务全部打包给铁路运输。” 王智事说。

衡阳特变电工每年都需向云、 贵、
川地区运送大型变压器等货物。 由于
运输距离长， 装载要求高， 过去主要
选择运费较为昂贵的公路运输。

货运改革后，衡阳车务段、长沙货运
中心多次主动上门洽商，并承诺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企业的装
载需求，并向企业派驻客户代表加强
沟通， 努力降低该公司物流成本，逐
渐争取到该公司的运输业务。

截至目前， 衡阳特变电工已通

过铁路装运大型变压器20台， 为该公司
节省运费近100万元。

广铁集团货运处副处长蒋运华介
绍， 广铁集团对大宗货物以协议运输方
式给予运力保障， 对零散货物则主要通
过快捷班列， 整合资源， 有序运输。

据介绍， 2012年6月， 广铁集团在
全国铁路率先推出货运新产品———开行
广州至长沙城际货运快捷班列。 该班列
对外公布时刻表， 运行时间严格控制在
14小时以内， 较普通货物列车速度提高
40%， 当天便可完成短途配送， 并实行

“一口价、 门到门” 服务。
目前已有100多家物流公司通过该

班列与铁路“牵手”，将上千种零散货物
交铁路运输， 打造了一条连接珠三角和
长株潭的安全、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

据广铁集团统计， 货运改革以来，
湖南地区铁路部门已发展新客户150个，
目前共谈妥项目128个， 预计年新增运
量710万吨。

省发改委副主任左亭分析， 铁路货
运改革100天， 成果已经初步显现。 改
革后的铁路不仅保障了支撑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物资运输， 还将社会上零
散货物有序组织运输， 大大提高了湖南
经济发展活力。 今后， 铁路还需与其他
运输方式加强衔接， 进一步推广“铁、
公、 水、 空” 各种联运方式， 提高全社
会物流速度， 降低物流成本。

9月22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实施铁路货运改革已达100天。 据广铁集团统计， 自6月15日
实施货运改革以来， 湖南地区铁路货运量环比（较改革前100天）增长7.2%———

铁路逐渐收复货运失地

本报9月21日讯 （朱章安
杜建红 唐忠群 ） 9月21日，
由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网、 新
华网和湖南傲莲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书画家
眼中的美丽中国———走进衡
阳” 大型文化活动， 在衡阳
市南岳区启动。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谢勇宣布活动开始。

“书画家眼中的美丽中
国” 大型文化活动选聘了一
批书画名家， 以独特视角审
视大美中国， 描绘如画江山，
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今年5月至8月， 该活动在北
京连续举办了3场。 在北京外

举行活动还是第一次。
“书画家眼中的美丽中

国———走进衡阳” 大型文化
活动， 聚集了20多位全国知
名书画家， 其中有70多岁的
长者， 也有40多岁的青年书
画家。 他们将在五岳独秀的
南岳衡山汲取创作源泉和灵
感， 开展3天的书画创作活
动。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网总
编辑张林介绍， 未来3年， 将
组织全国400名书画家参与
“书画家眼中的美丽中国” 大
型文化活动。 活动期间， 还
将评选出100名首席大画师、
300名一级大画家。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实习生 王露曼 ） 今
天， 第二届中部企业文化高
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围绕
“创新企业文化建设， 助推中
部企业腾飞” 主题， 国内知
名企业文化专家、 中部六省
部分知名企业的管理者聚集
一堂， 共话企业发展之道，
交流企业文化建设经验。

此次论坛旨在推进中部
地区企业文化发展大繁荣，
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提高企
业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凝聚
力、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中
的重要作用， 促进中部地区
产业转型， 加快中部崛起。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
理事长、 著名企业文化专家
孟凡驰作了主题演讲， 与会

代表就企业文化建设的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论坛评选出中部地区优
秀企业文化品牌、优秀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者、 优秀企业机
构。中联重科、湖南省建筑工
程集团、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水业集团、三一集团等企业被
评为 “中部地区十大企业文
化示范基地”； 湖南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
团、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 兴湘投资控股集团、
韶山冲酒业有限公司等荣获
“中部地区十大企业文化品
牌”殊荣。

老同志刘夫生、 沈瑞庭、
唐之享、黄祖示、魏永景等出
席论坛开幕式。本次论坛由湖
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承办。

论发展之道 展文化风采
第二届中部企业文化
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李
国斌）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由中国八一书画院、
中国红色文化书画家协会、湖
南浙江商会联合主办的百位
将军敬书毛泽东诗词书法作
品全国巡展，今天在省展览馆
举行首展。 毛泽东女儿李讷、
女婿王景清， 雷鸣球上将，湖
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有
新，老同志文选德及20余位将
军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 汇集了124位
将军的书法作品， 书写内容
全部来自毛泽东诗词。 参与
活动的将军中， 有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的开国少将王定烈、
魏国运、 华楠、 王成美， 有
原中央军委首长张万年和迟
浩田， 还有四总部和各大军

区、 各军兵种及各大院校的
领导。 将军们饱含深情， 挥
毫泼墨， 用书法艺术形式表
达了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特
殊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展览总策划、 中国八一
书画院院长、 中国红色文化
书画家协会主席袁伟将军介
绍， 用书法形式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20周年， 是建国以
来规格最高、 人数最多、 范
围最广的一次， 旨在激励广
大军民学习毛主席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崇高品德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据悉， 长沙的首展为期3
天， 此后将在江西、 浙江 、
陕西、 吉林、 北京等地巡回
展出。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百位将军书写毛泽东诗词

作品展开幕

本报9月21日讯（通讯员 曾寿斌 记者 唐爱平）省国资
委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积极
转变工作作风，从8个方面出台措施加强整改，全委会议活动费
上半年同比下降48%，公务接待费同比下降69%。

从7月22日起到9月12日， 省国资委先后4次发放征求意
见表、召开不同类型座谈会，广泛征求基层群众意见，收集各
种意见731条。针对这些意见，省国资委从改进调查研究、转
变机关作风、 精简会议活动、 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因公出国
（境）活动、改进宣传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加强督促检查等8个
方面，作出了29条具体规定，加强整改，有效地推动了教育实
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文风、会风有很大改观。9月初，省国资委与省直有关部门
联合举办了“建工杯”职工技能大赛，本着节俭办赛的原则，取
消开幕式、闭幕式，不发纪念品，赛务费从40多万元压缩到22
万元。 上半年， 省国资委召开监管企业会议次数同比减少
56%；发文同比减少31%；因公出国（境）得到有效控制，上半
年全委出国（境）人次同比减少33%。该委还加强对财务、公
车、办公用品的管理。

省国资委机关作风的改观也带动了企业作风的改进。据
不完全统计，24户监管企业今年上半年会议费用同比下降
32.5%，业务招待费同比下降17%，差旅费同比下降8.6%，出国
（境）考察费用同比下降54%。

省国资委出台整改措施
会议活动费、公务接待费均大幅下降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9月21日， 长沙市橘子洲景区游人众多。 当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长沙各大公园和景区仍
然游人如织， 市民纷纷举家出游， 享受假日快乐。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文化 动态

20多位全国知名
书画家南岳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