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
“双抢”季

7月13日，双峰县
井字镇花桥村，农民驾
驶收割机收割早稻。
眼下， 该镇万亩双季
早稻开始成熟， 当地
农民抓住天气晴好的
有利时机抢收早稻、
抢插晚稻， 全面开启
“双抢”季。

陈永鹏 李建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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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彭雅惠 通讯员 刘梁

“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1006.8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幅达67.5%。”7月13日，长沙海关发
布了上半年外贸优异的“成绩单”，省商务厅、长沙
海关对此进行了解读。我省外贸加速飙升的背后，
是世界经济复苏、 湖南开放崛起战略实施与一系
列外贸稳增长举措的成果。

累计进出口额逐月加速攀升 ，
上半年外贸增速居全国第三

长沙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进出口总值100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达67.5%，
增速居全国第三；其中，出口637.8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67%；进口3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4%。

32.3%、45.0%、52.9%、57.6%、62.6%、67.5%……
省商务厅介绍，1至6月，我省各月累计进出口同比
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且增速在逐月加快，
外贸回稳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一带一路”为湖南外贸注入新活力，我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增长显著。长沙海
关统计，上半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
出口224.3亿元，同比增长51.6%。省商务厅对外贸
易处处长杨明伟介绍，今年以来，我省与主要国际
市场进出口额均保持正增长。其中，亚洲地区仍是
我省主要进出口市场，1至5月， 我省对亚洲地区
进出口436.97亿元，同比增长70.4%，占全省进出
口比重54.74%。1至5月， 对非洲地区进出口47.75
亿元，增速高达102.2%。

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
据长沙海关提供的数据，上半年，我省高新技术产

品累计实现出口94.1亿元，同比增长1.3倍；机电
产品累计实现出口290.1亿元，同比增长76.4%，占
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45.5%。 进口商品也以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进口值分别同比增长七
成、近1倍。

上半年，服装、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钢材等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
口也保持了一定增速。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良好 ，外贸
发展条件好于过去两年

“当前，国际市场经济复苏势头良好，为我省
产品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市场需求环境。”
杨明伟说。

荩荩（下转5版）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实习生 胡梓露

何佳建走了，没留下一句话。
他走时，宁乡县流沙河镇花林村

已全部恢复供电，山村里家家户户灯
光亮了。但就在窗外烤烟田里的电杆
下，他们的“点灯人”倒下了。

47岁，这是共产党员何佳建的生
命刻度。12天、280多个小时，这是他
在宁乡抗洪救灾一线度过的时光。从

26岁开始， 何佳建干了21年电力工
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这是工作”
“你还好不？累不累？”
“好着呢，不累。”
这是妻子黄金娥与何佳建最后

的通话。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14时
52分。

荩荩（下转4版②）

按照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的统
一部署，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于
2017年7月17日至27日对湖南省进
行实地督查。为便于广大群众反映问
题和意见建议，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
设立热线电话。 热线电话号码为
0731-89990541、0731-89990542，
开通时间为2017年7月15日至25日
的每天上午8时至晚上8时。欢迎广大

群众重点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难、涉
企乱收费、民间投资门槛高、创新创
业政策不落实、民生保障不到位等方
面反映问题线索，对政府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国务院督查组对来电群众个
人信息和来电内容将严格保密，对反
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将按照有关规
定认真研究办理。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雨琦）“今年上半年， 我省招商引资实现了高基
数上的高增长，呈现出内资外资齐头并进、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的良好局面。”在省商务厅今天举行的
上半年全省商务经济形势分析新闻发布会上，省
商务厅副厅长罗双锋介绍，1至6月，全省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资金3063.76亿元。其中，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74.56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实际到位内资
2556.75亿元，同比增长15.4%。

制造业引资回暖趋势明显， 引资增速持续加
快，已连续4个月保持增长。自3月起扭转了工业
招商引资连续14个月下滑的趋势，上半年工业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9%， 其中制造业同比增
长19.2%，较去年同期提升31.2个百分点；工业实
际到位内资同比增长15.6%， 其中制造业同比增
长17%，较去年同期提升16.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引资保持较快增长， 实际使用外资和实际到位内
资同比分别增长10.6%、12%， 外来投资加速向现

代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转移。
今年以来， 全省各地招商引资以精准务实为

导向，成功举办了“2017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
周”“落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精神、湖南与央企
合作对接会”，组织参加了第十届中博会等一系列
重大活动，取得丰硕成果。“港洽周”签约省级项目
159个，比上届增长64%；项目总投资2555亿元，引
进资金2437亿元， 分别比上届增长83%、77%。湖
南与央企合作对接会签约项目63个， 合同金额
1700亿元。

各地狠抓签约项目落地， 招商引资对经济发
展推动力进一步增强。截至6月30日，“港洽周”省
级签约项目已有93个履约，履约率达58.5%；63个
开工，开工率达39.6%。

外贸缘何飙升67.5%
� � � �———解读上半年全省外贸“成绩单”

上半年全省招商引资高速增长
制造业引资回暖趋势明显，外来投资加速向服务业转移

山村“点灯人”
———追记国网宁乡供电公司台区经理、

共产党员何佳建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

关于在湖南省设立热线电话的公告

■编者按
开放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湖南再吹响开放崛起的冲锋号，奋力开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光辉未
来。本报即日起推出《开放崛起从头越》专栏，展示全省开放崛起、跨越发展的精彩篇章。敬请关注。

湘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主持了36次中央深改组会议，
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把脉
开方，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地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做出了表率示范。
前不久，省委深改组会议专门请株
洲、邵阳市委书记介绍自己抓改革
落实的情况，目的就是要求全省各
级各部门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
总书记看齐，进一步强调“一把手”
亲自抓改革的重要性，推动全省上
下一心做好改革各项工作。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一把
手”，不仅仅是排位第一，更要扛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责任，带领广
大党员干部冲锋陷阵、闯关夺隘。
如株洲市把建设投资领域的审批
时间由过去200天以上压缩到70个
工作日左右， 邵阳市在全国首创
“一村一辅警”全覆盖等，如果没有
“一把手”亲力亲为、一抓到底，这
些改革的硬骨头还真难以啃下来。

改革到今天，“一把手”光出思
路、光提要求还不够，不仅要从整
体上把握， 更要从抓改革顶层设
计、方案制定入手，一直到部署实
施、政策配套、督察落实，一竿子抓
到底。

或许会有人说，“一把手”抓得
过细，会不会影响分管领导和其他
同志的积极性。 答案是否定的。要
看到， 现阶段推进改革的主要问
题，还是统筹力不足、协同力不够、
执行力不强。作为“一把手”，就是
要强化责任担当， 加强科学谋划，
靠前调度、高位统筹，只要是符合
中央和省委要求、 符合基层实际、
符合群众需求，对改革全局和事业
发展有利的改革事项， 就要坚决
改、大胆干、积极试，带头挑最重的
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要通过身先
士卒、攻坚克难，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干， 真正让不想为、
不能为、不敢为的没有市场。

对于分管领导同志而言，要正
确看待改革过程中局部利益关系
调整，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
不能只算部门账、地方账、眼前账；
既认真抓好牵头改革任务，又积极
配合参与其他改革任务；既要勇当
先锋，又要甘当配角，推动改革任
务相互衔接、配套耦合，共同把全
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当然，“一把手”光一个人抓也
不行，要善于统筹全局，协调各方，
调动相关负责同志一起抓，使大家
各司其职、各展其才，形成推进改
革的整体合力。

“一把手”要
亲力亲为抓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深化
政治巡视， 进一步发挥巡视监督全面从严治党利
剑作用， 党中央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作如下修改。

一、 将第一条修改为：“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
强党内监督，规范巡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二条第一款分为三款，原第一款修改
为：“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
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
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增加第二款：“中央有关部委、 中央国家机关
部门党组（党委）可以实行巡视制度，设立巡视机
构，对所管理的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

增加第三款：“党的市（地、州、盟）和县（市、
区、旗）委员会建立巡察制度，设立巡察机构，对所
管理的党组织进行巡察监督。”

原第二款为第四款， 修改为：“开展巡视巡察
工作的党组织承担巡视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巡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尊崇党章，依规治党，落
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 将第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
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巡视
工作的领导。”

五、将第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一）理想信
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六、 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巡视组对巡视对象
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党
的纪律，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等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
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
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
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以及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等问题；

（二）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
化堕落等问题；

（三）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人、任人唯亲、跑
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以及独断专行、软弱
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

（四）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 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

（五）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要求了解的其他
问题。”

本决定自2017年7月10日起施行。
现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予

以印发。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2017年7月1日）

� � � �德国制造闻名全球。德国工业4.0更散发出迷人的魅
力。 工业4.0到底是什么模样？ 7月上旬，记者走进博世汽
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探访湖南首个工业4.0示范
项目———

工业4.0生产线探秘

� � � �博世长沙公司，全新第九代防抱死马达示范生产线。（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跟随博世长沙公司技术总监张毕
生，记者一行穿过4道防护门，到达防
抱死刹车系统（ABS）马达装配车间。

一条两米宽的过道，两条装配生
产线对比鲜明： 一边是传统生产线，
工人忙个不停； 一边是新生产线，智
能化亮眼。

新的生产线，就是博世长沙公司
的工业4.0示范生产线。

张毕生介绍，整条装配生产线由
34个工序组成，对应的是34个模块化
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将上料、倒片等4
个工位，转盘式地集成于一体。整条装
配生产线仅需2名工人，所有生产环节
的监控管理交由人机交互界面。

博世长沙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永寿
介绍，2016年初启动建设的工业4.0示
范项目———全新第九代防抱死刹车系
统（ABS）马达装配生产线，今年3月投
入使用并开始量产。 荩荩（下转4版①）

相关报道见7版、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