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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红专

3年多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在花垣县十八洞村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3年多来，
我们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把打好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扎
实推进发展生产、易地搬迁、教育帮扶等
精准脱贫“十项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显著
成效。但目前全州仍有835个贫困村、39.47
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还很重，必须
咬定目标 ，持续发力 ，精准发力 ，久久为
功。

6月27日，我与部分州直单位负责人，
一同来到凤凰县腊尔山片区，调研精准扶
贫工作。腊尔山片区包括腊尔山、禾库、两
林3个乡镇， 是自治州乃至全省贫困范围
最广、 程度最深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平
均海拔800米以上， 苗族同胞占当地居民
98.5%，属自治州脱贫攻坚重中之重、坚中
之坚。“篱笆房、泥巴水，出门全靠两条腿；
早苞谷、晚红苕，一天三餐难吃饱”，是对
这一带老百姓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

车子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行驶，经近
1小时颠簸， 我们来到禾库镇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 一下车就感受到了气候的差
异，山下烈日炎炎，山上凉风习习。项目负
责同志介绍，这个安置区投资6.5亿元，占
地613亩，建房1444套，可安置建档立卡贫
困户1444户6428人， 并配套建设学校、医
院、市场等，建成后将是一个集旅游商贸、
高山生态、 苗族风情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我叮嘱县、镇负责人和建设单位，要坚持
“实用、节约、协调、美观”原则，优化设计
方案，科学组织施工，在保证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
尤其要把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农村建设、特

色优势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全域旅游开发
相结合，着力搞好就业创业等后续保障工
作，确保贫困户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随后， 我们驱车前往腊尔山镇夯卡
村。 夯卡村是我的扶贫联系村，“夯卡”苗
语的意思是“漂亮的小峡谷”，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着“有女不嫁夯卡郎”
的话。 我们先来到村里易地搬迁安置区，
放眼望去，一栋栋外墙土黄、屋顶青灰的
富有苗族特色的安置房， 横卧在小山丘
下。这次搬迁的两个自然寨共35户147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18户，原来居住在峡谷谷
底，信息闭塞，十年九灾，通往外界只有一
条天梯路，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这个项目去年3月立项、11月建成、今
年1月完成搬迁，历时10个月。全省易地扶
贫搬迁现场推进会在这里召开，国家发改
委还将其纳入典型项目动态监测点，为全
国易地扶贫搬迁提供借鉴 。 去年12月24
日，在新房钥匙发放现场，搬迁群众自发
穿着苗族盛装，打着苗鼓，唱着山歌，欢庆
新居落成。 很多贫困群众拿到钥匙时，都
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今年农历新年时，每
家每户自发在新家门口贴上 “共产党好”
字样的新春对联。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只
要干部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干部当
亲人、当家人。

安置区入口处， 一栋稍大的房子里，
几个工人正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扶贫队的
同志说， 这是外出务工多年的麻锆波、龙
珍爱返乡创业成立的苗绣制品公司，主要
制作苗族服饰、绣花鞋、土布鞋、民族手包
等旅游商品。 我详细询问公司发展情况、
收益怎么样、为什么回家乡创业、还有什
么需要帮助？麻锆波表示，现在来凤凰旅
游的人很多，苗绣产品不愁销路，公司效
益较好，还能带动一些贫困户脱贫。由此，

我深切地感到，贫困群众脱贫还是需要一
批能人来带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
返乡人员创业支持力度， 在手续办理、小
额信贷、税收等方面多给优惠政策，搞好
全方位服务。

在夯卡村我的结对帮扶联系户龙华
知家里，他掰着指头算收入账。在扶贫队
帮助下， 他家养了两头湘西黑毛猪、60多
只鸭子，种了2亩辣椒、2亩优质稻，农闲时
还打点零工。听到这些，我鼓励他，要坚定
信心，自力更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脱贫
致富。

在腊尔山镇流滚村，照例先去走访慰
问帮扶联系户吴庆成。 吴庆成今年76岁，
家底很薄，自己也没什么技术，加上老两
口长期患病，生活过得比较艰难。他告诉
我，现在党关心咱老百姓，政策好了，扶贫
队也来了，脱贫有望了。今年家里养了4头
猪、 种了2亩辣椒 、1亩优质稻 、20多只鸭
子，孙子在浙江打工，平时给家里也寄点
钱，去年通过危房改造，建起了新房子，日
子好过多了。我叮嘱他，现在日子好起来
了，也要注意把身体养好，不要因为害病，
把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搭了进去。

从吴庆成家出来，我们漫步走到村部
楼前，看到一些群众坐在路边石板凳上休
闲，有的站在篮球场上拉家常，一群小孩
子骑着自行车开心地嬉闹着。 看到我们
时，群众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个个笑逐
颜开，争相与我们攀谈。大家畅谈村里的
变化、发展的产业、今年的收成、孩子的读
书等。我叮嘱他们，现在村里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好了，一定要使用好维护
好，让大家长期受益，同时要自觉搞好村
子环境卫生，树立文明新风尚，既过上好
日子，又享受好环境。
（作者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扶贫路上一定要做足“实功”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曹娴

采访中 ，一位记者同行说 ，每次参加 “百
公里毅行 ”时都会从泰富重装九华基地门前
经过 ，这次走入其中才发现 ，泰富重装可不
仅是看上去很美 ，而且是一个实力与颜值并
重的 “高富帅 ”。

泰富重装的美 ，是现代工业之美 。告别高
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重型工业企业可以
美得像个公园；对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
一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可
以在短短几年内与全球产业“大佬”同台竞技。

这几年正值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装备制造企业经历“寒冬”洗礼，身处其中的泰
富重装坚持走智能、高端及精品化之路 ，从而
成功抢得市场先机。从落户九华工业园之初的
销售订单不足10亿元， 到现在接近200亿元，泰
富重装只用了6年时间。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泰富重装将智能化
贯通于产品设计、制造、服务等多个环节，智能
制造体系基本成型。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
企业的“泰富梦”，触手可及。

� � � �荨荨（上接1版）
来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露天总装调试坪

上，只见泰富重装生产的一台台“巨无霸”，颜色
鲜艳，巍然矗立。其中一台无人智能化堆取料机
正在根据客户使用工况进行调试，申小卫告诉记
者，“这台设备售价3000多万元， 去年一年卖出
了180多台。”

泰富重装产品有市场，智能化服务功不可没。
在泰富重装九华工业园中控室， 技术人员可以实
时监控到遍布全球的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况，进
行流程控制与诊断。一旦发现问题，将自行报警，
通知客户查看是否存在超载、油温过高等情况。

“我们在全球有多个服务点，可以在24小时
内对任何一件产品进行现场维护、排除故障。”申
小卫说，泰富产品的使用寿命可达20年，且所有
配件均可免费更换。

在泰富重装， 智能制造不是简单的“机器换
人”，智能化的触角已延伸至设计前端。泰富重装
在欧洲成立了技术研发中心，每天，荷兰鹿特丹、
意大利米兰的100多名技术专家专注于泰富港口
与海洋工程装备的设计、 研发， 让泰富产品在技
术、标准、管理、质控等各个方面与国际无缝对接。

变“制造”为“智造”，泰富重装早在2014年
即已开始尝试。

2014年年3月，泰富重装九华工业园一期工
程引进了第一批库卡机器人， 应用在质量很关
键、工作量很大的焊接环节，这在国内重型非标
产品制造行业中尚属首创。设定一个程序，机械
臂就能自动寻找焊缝， 完成高难度的焊接任务，
其焊缝工整，达到欧洲标准，并且焊接效率是一
个熟练焊工的3倍。

生产组织方式也在同步优化，诸
如通过自动化手段将多个制造单元打
通，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准备时间；通
过工业物联网实现实时查询、监控、调
度、报警等功能。

泰富重装一举成为行业标杆，这
让一家世界 500强企业深深折服。
2014年和2015年，该企业总裁先后两
次来到泰富重装考察，他感叹，在中国
终于发现了一家比德国做得更好的非
标海工港口装备企业， 并表示与其在
市场上与泰富重装竞争， 不如与其合
作。如今，这家世界500强企业与泰富
重装成为了好伙伴， 已在多个领域开
展技术合作。

泰富智造，志在全球。智能化助力泰富重装
在“一带一路”上扬帆远航。“目前海外订单已经
占订单总量的46%左右，预计明年可超过50%。”
申小卫介绍。

“巨无霸”背后的智能工厂

智造之美

� � � � 泰富重装
九华基地的智
能 生 产 车 间 。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赵向新）今天，国网湖南电力开启
了迎峰度夏模式。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要
求，确保湖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电

力有序供应， 确保重要用户可靠供电，全
面完成今年的迎峰度夏任务。

近期，全省气温逐渐攀升，用电负荷
持续增长，7月12日，湖南电网最大负荷达

1990万千瓦。为确保电网迎峰度夏期间安
全可靠运行， 积极迎战高温酷暑的“烤”
验，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将加强组织领导，
优化调度运行， 强化设备运维， 加强输、
变、配、水电设备带电检测与专业化巡检，
加强山火、雷电、汛情监测和预警，建立24
小时值班机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伏天威力尽显，省气象台连
发高温预警。 预计未来7天省内无明显降
雨过程，晴热高温天气维持。

昨日，我们迎来三伏的第一天，当天
下午，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

警。今天下午4时，省气象台再发高温黄色
预警，称24小时内长株潭等地将达到35摄
氏度以上，其中衡阳及株洲局部地区将达
到37摄氏度以上。高温持续，提醒充分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
外出；饮食以清淡为宜，同时多吃含钾的

食物； 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避
免过度劳累。

省气象台预计，14日至19日省内无明
显降雨过程， 除湘西、 湘南有分散性阵雨
外，其他地区为晴天间多云天气。预计14日
湘西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
他地区晴天间多云， 湘东部分地区有35摄
氏度以上高温；15日高温范围有所减小，16
日高温范围扩大，主要在湘中以北地区；17
日至18日高温向湘东北地区收缩。

高温预警连续发布

衡阳及株洲局地将达37℃以上

7月12日湖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1990万千瓦

国网湖南电力开启迎峰度夏模式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