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广平）今天，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上半年省属
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38户监管企业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1927.21亿元， 同比增长23.3%；整
体实现净盈利54.21亿元，同比增长509%。

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生产经营持续改善，
呈现“两升、两增、两降”的良好发展势头。

“两升”即收入同比快速上升；社会贡献明显
提升，上半年创造税收79.57亿元，同比增长24.6%。

“两增”即经营实力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
38户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6991.94亿元，同
比增长4.8%， 净资产2188.33亿元， 同比增长
15.6%，18户企业资产规模超过百亿元；企业经
济效益大幅增加。 荩荩（下转2版①）

省属国企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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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柳德新 刘
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今天11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降到32.48米， 已低于
32.50米的警戒水位。至今天16时，洞庭湖岳

阳站水位降到32.49米， 低于警戒水位0.01
米，洞庭湖全线和湘资沅澧等河道湖泊站点
水位都在警戒线以下，湖南抗御超历史暴雨
洪水取得决定性胜利! 荩荩（下转2版②）

洞庭湖城陵矶站退出警戒水位

湖南抗御超历史记录暴雨洪水
取得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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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对湖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巡查。 群众监督举报电
话：12317；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至14日，每天上午8∶00至12∶00，下午2∶00至6∶00。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湘巡查组
2017年7月10日

公 告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贺佳 苏莉)
今天上午，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出席开幕式。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讲话，
省领导和老同志谢建辉、李友志、何报翔、胡
旭晟、方毓棠出席。全国工商联向大会发来贺
信；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胡旭
晟代表民主党派致贺词。

过去5年， 是湖南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5年。到2016年底，全省私营企
业 52.61万户， 与 2011年底比，5年增长
140.1%， 个体工商户225.12万户，5年增长
46.5%；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8739.85亿
元，5年增长67.3%，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60%； 非公有制经济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

2090万人，占全省比重88.9%。非公有制经济
已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 财政税收的重
要来源、 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和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受杜家毫委托，黄兰香代表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
贺， 对全省工商联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给予
肯定。她说，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 是政府管理和服务非
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全省各级工商联要始终
坚持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有机统一，不断
深化自身改革，聚焦“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充
分发挥工商联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要始终坚
定政治方向，广泛凝聚政治共识，充分发挥政
治功能。要服务企业发展，推动转型升级，服
务重大战略， 助推新湖南建设， 服务社会和

谐，投身脱贫攻坚。要引导民企自律，坚持民
主管理，开展民间外交。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把工商联工作摆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 切实加强对工商联工作的领导
和支持， 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领导、 部门支
持，进一步强化工商联自身建设，团结凝聚全
体工商联会员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张健代表省工商联(总商会)第十
一届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本次大会将审议湖南省工商联(总商会)
第十一届执委会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湖南省
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领导机构和领导班
子，审议通过湖南省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

省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在长开幕

杜家毫出席开幕式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孙敏坚 贺
佳）7月11日至13日，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
大区议会主席弗朗索瓦·博诺率领代表团来
湘访问。在湘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王柯敏、何报翔
参加会见或陪同访问，法国中央-卢瓦尔河
谷大区议会副主席克里斯戴·德-克莱密
叶，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随团访问。

“中国有句俗语，一回生二回熟。很高兴
在长沙和老朋友再次相聚。”会见中，杜家毫
代表省委、 省政府欢迎弗朗索瓦·博诺率团
来湘访问， 并愉快地回忆起2014年双方在
法国会面时的情景。杜家毫说，3年前的法国
之行，我们与法国相关企业进一步密切了联
系，与法国电影专业委员会、图尔学区深化
了在影视制作、 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合作，更
有意义的是，在大区和蒙达尔纪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建立了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
尔纪纪念馆，为更好地缅怀革命先驱、促进
中法友谊作出了湖南贡献。湖南和法国中央-
卢瓦尔河谷大区缔结友好省区关系26年
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人员往来日益
频繁，传统友谊进一步巩固。相信通过主席
先生此次访问， 必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经
贸、旅游、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扩大
民间交流，实现共同发展。

经贸合作是代表团此行访问的重点之
一。7月11日下午， 代表团的访问首站来到
了步步高梅溪新天地。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
了购物中心、梅溪百货、步步高超市和梅溪
书院，并与步步高集团就葡萄酒领域战略合

作签订备忘录。双方将携手推进法国卢瓦尔
地区葡萄酒进入湖南市场，并通过联合举办
文化周、酿酒师培训、旅游资源互推等方式
加强在文化、旅游、葡萄酒、农业、化妆品领
域的广泛合作。

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是仅次于巴黎
大区的法国第二大旅游目的地，每年900万
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感受浪漫的法兰
西文化和辉煌的世界文化遗产———皇室城
堡群。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往来，7月12日上
午，湖南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旅游
推介会举行， 两地互相展示独有的旅游资
源，并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湖
南与法国将在旅游目的地营销和推介、地方
旅游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及人员业务能力发
展和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

为了庆祝湖南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
谷大区结好26周年，7月12日， 为期半个月
的“城堡人生—卢瓦尔河谷”展览在长沙图
书馆揭幕。代表团一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展
出的30多幅摄影作品和古典服饰、 乐器及
音乐作品， 并与长沙市图书馆互赠代表书
籍，开启两地文献资源合作的新篇章。

弗朗索瓦·博诺表示，此次率团来湘，旨
在推动双方在经济、文化、旅游、环保等多领
域的交流合作，密切两地青少年和游客的互
相往来，期待法国中央大区和湖南的友谊绽
放出更加美丽的芳华。

在湘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了中联重科麓
谷工业园、高桥市场及欧洲陈列馆、运达商
业广场、湖南农业大学等，并举办了法国国
庆节招待会。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沈办）今天下午，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举行抗洪救
灾募捐活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委副书记
乌兰及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级离退休老
同志带头捐款。

今年入汛以来，特别是6月22日以来，我
省连续遭遇多轮强降雨袭击， 发生了历史罕
见的特大汛情。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
国家防总的指挥调度下，省委、省政府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
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把防汛抗灾作
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科学研判、精准调度，
严格落实防汛责任，突出重点严防死守，及时
有效处置一批重大险情， 取得了抗御超历史
暴雨洪水的决定性胜利。“两办” 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紧紧围绕防汛抗灾中心任务， 切实履
行“三服务”职能，扎实有序做好统筹协调、应

急值守、信息综合、督促落实等各项工作。
当前， 全省防汛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

产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两办” 党员干部职
工一致表示，要大力弘扬抗洪精神，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优质高效服务，积极奉献爱心，为
夺取全省防汛抗灾救灾的全面胜利作出应有
贡献。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了此次募捐
活动，共捐款24.6万元。

省委省政府“两办”机关
举行抗洪救灾募捐活动

杜家毫许达哲乌兰等带头捐款

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
大区代表团访湘

杜家毫会见大区议会主席弗朗索瓦·博诺一行

湖南日报布达佩斯7月13日电 （记者
冒蕞）当地时间7月11日至12日，省委副书
记、 省长许达哲率湖南代表团赴匈牙利访
问，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
域拓展，为建设“一带一路”贡献湖南力量。

绍莫吉州位于匈牙利西南部外多瑙河
地区，拥有中欧最大湖泊巴拉顿湖，在现代
循环农业、文化旅游、温泉度假、污水处理、
湖水治理、环境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保护与
开发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11日，
许达哲前往绍莫吉州会见了该州州长赖兹
蒙仪·佐尔特，共同签署《省州友好合作备忘
录》，推动两地在经贸、科技、环保、文化、教
育等领域加强合作。许达哲说，湖南拥有“一
湖四水”，绍莫吉州也因巴拉顿湖而闻名，两
地以水为媒，结为友好省州，开展多领域合
作，更能为两地人民造福。佐尔特希望与湖
南扩大经贸、旅游方面的交流，让更多绍莫
吉州的产品走向湖南市场。 双方达成共识，
拟进一步强化政府间沟通合作，推动友好省
州的落实；进一步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加强
教育、文化、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以绍
莫吉州为桥梁推动湖南与匈牙利的交往。

12日， 许达哲在布达佩斯会见了匈牙
利国会副议长尤卡毕·伊斯特万， 以及匈牙
利多位国会议员，并在国家特色经济委员会
主席佩斯特·伊梅尔等的陪同下参观了议会
大厦，进行了友好交流。许达哲在介绍了湖

南省情、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后表示，湖南与
匈牙利在资源禀赋、产业层次、市场结构等
方面互补性强，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湖南
一直把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当作对接“一带一
路”的重要区域，鼓励优势企业与匈牙利企
业开展合作，推动轨道交通、现代农业、旅游
业、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加强友城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尤卡毕·伊
斯特万表示，匈牙利一直把自身作为中国与
西方联系的桥梁。希望以此次省长来访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旅游等方面的合
作。双方表示，中匈文化意义上的联系很深。
历史上，中国有四大发明，匈牙利则有圆珠
笔等发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纸与笔的合
作，一定能绘出更美的合作图画。

许达哲省长和尤卡毕·伊斯特万副议长
等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中南大学与德布勒
森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所高校将积极
推进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并在科
研合作、教学交流、孔子学院建设等方面展
开合作。

访问期间，许达哲一行拜访了中国驻匈
牙利大使段洁龙，走访了中国银行布达佩斯
分行，就湖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
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进行了探讨。随团访问的
张家界市政府代表及在湘企业代表与匈牙
利有关各方开展了系列对接，推动了合作项
目落地。

深化传统友谊
共谱合作新篇

许达哲率团赴匈牙利访问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许泽群

“今年来新签订销售合同200多亿元。”7
月6日，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申小卫
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

与订单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富重
装九华工业园二期工厂的生产车间，作业的工
人寥寥可数。

在工业4.0时代， 生产车间内多为自动化
无人生产线，即便关着灯，照常能生产，因此被
称为“黑灯工厂”。

泰富重装， 正是一家看上去有点冷清的
“黑灯工厂”，高效运转的机器人才是这里的绝
对主力。

托辊及支架组件是散料输送成套设备的
重要部件。在智能托辊生产线旁，立体仓库先
根据每个工位点的需求， 自动进行原料配送；
加工线上，10台机器人踩着设定的节拍，机械

臂灵活精准操作。钢材下料、加工、涂装、装配、
检测、打包、入库，近20道工序全流程自动化，
每30秒可出来一个成品，合格率达99%。如果
全部换成人工，一个成品需要10个人花费4个
小时才能完成。

泰富重装的三大主打产品———海工装备、
港口设备和散料输送成套设备的绝大部分部
件、工序，都在这里实现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率
达80%，在行业内遥遥领先。

“除了机械臂是德国进口，智能生产线上
的其他生产设备都由我们自主研发制造，软件
也是自主开发。”申小卫自豪地说。

泰富重装生产的多为非标设备，通俗地说
就是“私人定制”产品，智能化生产难度较大。
仅以焊接工序为例，不同工件的大小、结构一
旦发生变化，哪怕仅有一两厘米之差，每个焊
接点就要重新编程。

荩荩（下转4版）

� � � �走进泰富重装九华工业园，看到露天广场摆放的一台台钢铁
“巨无霸”，您也许会想象工人正在生产线上辛勤劳作。 然而，成片
的茵茵绿草、创意十足的建筑、看不到几个工人的生产车间……
这家“高颜值”的重工企业绝对颠覆您的想象———

“巨无霸”背后的智能工厂■编者按

近5年来 ，我省制造业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 呈现出总体规模快速扩
大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的良好态势 ， 智能制造硕果
累累。

省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提 出 实 施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 ，我省将
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 ， 着力打造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基地 、
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
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长沙 、株洲 、湘
潭 、 衡阳先后获批创建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成为我省制造
强省行动的 “排头兵 ”。7月上旬 ，骄
阳似火 ，本报记者一行深入4市10余
家制造企业采访 ， 探秘湖南智造新
动能。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一名干部的成长，应该感恩谁？
“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

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习近平
总书记对干部成长作出了科学论述。

“组织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把优秀干部选
拔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干部健康成长，
一切归功于党、归功于组织，绝不能把功劳、
恩惠记到个人头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在今年初的全省组织部长会议
上旗帜鲜明地作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精神，省
委组织部统一部署，在全省组织系统开展“干
部成长感恩谁”讨论活动。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王少峰语重心长地说：“选拔任用干

部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 提拔任用干
部是组织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不能把‘党管
干部’变成‘我管干部’，更不能以恩人自居。”

自今年2月起， 从洞庭之滨到雪峰山下，
从白发苍苍的“老组工”到刚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人，从严肃活泼的学习研讨、座谈交流到形
式生动的演讲比赛、主题征文，全省广大组工
干部参与的“感恩之问”讨论，在三湘大地进
行得如火如荼。“干部成长感恩谁” 这一常讲
常新的话题， 让全省组工干部经历了一次精
神的再洗礼、党性的再锤炼。

关乎使命与责任的大讨论，
进一步坚定组工干部的理想信念

“对组织部门来讲，既有我们自己成长进

步感恩谁的问题，也有教育、培养、考察、提
拔、任用的干部要不要感恩我们的问题，这两
个问题都要在讨论中弄明白、回答好。”省委
组织部部务会对活动高度重视， 部领导身体
力行， 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专
题讨论， 部机关带头示范，18个党支部分别
组织学习讨论，人人动手写发言稿，个个参与
交流发言。通过座谈交流、主题党课、谈心谈
话、专题演讲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
自身实际，谈认识、讲体会，查问题、抓整改，
在活动中走在前面、深学一层，为全省组织部
门提供了“样板”。 荩荩（下转3版）

“感恩之问”，党性的再锤炼
———全省组织系统开展“干部成长感恩谁”讨论活动综述

组工干部
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感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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