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开放崛起战略构架基本成型
3大政策支撑、5大行动方案、5大重点项目

�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今天上午10时许，长沙邮
政EMS揽投员将北京大学的一封高考录
取通知书， 送到家住长沙市岳麓区裕园小
区的姚铭星同学手中。 这也是湖南今年投
递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标志着我省
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开始。

接过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 姚铭星有
点激动， 在签收快递单时不停用纸巾擦拭
手心里的汗。 他高中就读于长沙市雅礼中
学， 保送至北京大学。“我觉得自己特别幸

运，能够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
据悉，除了姚铭星，今天还将有6位考

生收到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各大高校
通常都是按照录取批次顺序， 从录取的特
殊类型考生开始发放通知书。

长沙邮政EMS副总经理田建华介绍，
从即日起至9月初， 湖南将进入录取通知
书发放高峰期。为确保高招寄递工作顺利
完成，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采用“专人、专
车、专封、专投”的模式，为通知书寄递保
驾护航。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周云武 唐能）
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
长沙县今年全面开启“二次创业”，财政收入

持续增长。记者今天从长沙县财政局获悉，今
年上半年, 该县财政总收入达140.63亿元，为
年初预算任务的55.81%， 同比增加23.44亿

元，增长20.02%。
其中，4大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分别入库49.66亿元、
19.79亿元、5.49亿元、16.84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10.09%、130.56%、-1.24%、36.81%， 合计
91.78亿元，占全县税收总量的86.21%。

此外，实体经济表现不俗。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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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欧阳晓 李耀湘 朱哲涵 彭婷）烈
日炎炎，热浪袭人。7月14日，在湘潭市湘江
两岸，随处可见当地干群清扫垃圾、防疫消
毒的身影。 自7月7日湘潭市市长谈文胜签
署湘潭市总河长2号令以来，全市各级河长
精心组织、动员江河沿线的群众、志愿者和
武警官兵参与，对河流河面、沿岸垃圾进行
全面清理整治。目前，湘潭市灾后河道保洁
工作已进入扫尾阶段。

涨水时管抗洪，退水后管保洁，湘潭市
河长制落地有声。今年3月起，湘潭市在全市
江河湖库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三级河长体系，由1327名党
政干部担任各级河长，负责相应水域的水资
源保护、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及执法监管等工作。
6月22日至7月1日， 湘潭市普降大到

暴雨，迎来自1994年以来最大洪水。6月28
日，湘潭市发布总河长1号令，要求全市各
级河长及河长助手严格按照防汛抗灾有关
规定和河长制职责分工要求， 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密切跟踪雨情汛
情，紧盯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深入一线、
提前防范。抗御此次特大洪水，湘潭市实现
了“未溃一堤一垸、未垮一库一坝、未发生
群死群伤”的目标。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小亮

“不能总是追赶别人，
我们要超越”

高铁驰骋，横贯东西，离不开一个关键
器件：IGBT， 中文名为绝缘栅双极型晶体
管。 形象地说，IGBT就是一个控制电能的
非常厉害的高级开关。

在为机车提供持续动力的牵引电传动
系统中，有一块巴掌大小的IGBT模块，它把
控着机车自动控制和功率变换的“命脉”。

7月7日， 记者来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洲所”），近
距离接触这项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轨
道交通关键技术。

“这就是用在中国高铁上的8英寸IG-
BT芯片，由我们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知识
产权。”中车株洲所下属的中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副主任潘昭海自
豪地说。

只见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圆盘上，
排列着一个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在肉眼
看不到的芯片内部，5万个被称作“元胞”的
电子单元， 让电流能够在百万分之一秒的
时间内实现快速转换， 从而获得牵引整列
高速动车组前行的稳定电力。

中车株洲所的8英寸 IGBT芯片生产
线，为国内首条、世界第二条，具备年产12
万片芯片、100万只模块的产能，彻底打破
了高端IGBT芯片技术被国外垄断数十年
的局面。

鲜为人知的是， 这条8英寸IGBT芯片
生产线来之不易。

2006年， 中车株洲所开始谋划IGBT
技术的研究与产品的突破。国家也将IGBT
器件技术作为重大专项课题， 加大研发力
度，但进展缓慢。

2007年，机会来了。英国丹尼克斯半
导体公司是世界上最早进行IGBT技术研
发的厂家，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

荩荩（下转2版①）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雨琦）“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正在深入
实施， 我省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发展阶段。 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
公室日前发布信息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开放崛起“3+5+5”具体实施方案已经
基本成型，目前，3大政策与5大专项行动方案
即将发布实施，5大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3”是3个开放崛起政策，《开放崛起发展
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
措施》和《开放型经济考核办法》，解决了顶层
设计、政策支撑和考核激励等问题。

第一个“5”是指开放崛起五大专项行动，
即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对接“新丝路”推动
“走出去”；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对接大湘
商建设新家乡；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五大
行动方案的具体内容已基本确定， 将在近期
推出。

第二个“5”是指开放崛起5大重点项目。
一是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载体， 组织实施综
保区百亿美元级项目， 力争到2020年海关特
殊监管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二
是打造以中兴供应链为主体，一达通、浩通等
平台企业为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 力争到

2020年综合服务平台进出口总额达到100亿
美元以上； 三是以金霞保税物流园为载体、
以国际化物流体系为纽带的跨境电商百亿
级美元项目， 构建中部区域性物流集散中
心；四是着力引进一批外向型实体龙头企业
和加工贸易项目，力争引进企业新增进出口
额100亿美元以上；五是以长沙为枢纽，以黄
花机场、霞凝港、城陵矶港等口岸为支撑，以
航空物流、湘欧快线、江海联运、港澳直通车
为重点，整合物流形态，打造国际化物流体
系。目前，五大重点项目推进顺利，并已初见
成效。

涨水时管抗洪 退水后管保洁

湘潭河长制落地有声

■短评

用好“河长制”这个抓手
2版

“中国芯”是怎样炼成的

长沙县上半年财政总收入超140亿
同比增加23.44亿元，增长20.02%�

金榜题名日 谁寄锦书来
湖南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由邮政快递送达

� � � �从并购到整合，到再创新，中车株洲所在被誉为电力电子
装置“CPU”的IGBT领域，成功打破欧美、日本等制造强国的
长期垄断，从一片空白跃居世界一流——

中车株洲所的IGBT生产车间。（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贺威）7月15日
至16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来到永州市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郴州市
宜章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副省长杨光荣陪
同调研。

江永、 江华的中国社会扶贫网管理中心
把“互联网+”引入脱贫攻坚。刘永富仔细询问
信息录入、管理、对接等工作，与爱心人士、信
息管理站管理员代表视频通话了解需求信
息，走访电商一条街，还和线下正在制作农具
和手工艺品的贫困群众、大学生拉家常。刘永
富充分肯定“互联网+”社会扶贫的成效，赞扬
上线不久的两县社会扶贫网是“短跑冠军”。
他指出，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优势，引导更
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形成全社会脱贫攻坚

的合力。他还通过视频，听取扶贫志愿专家袁
隆平院士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

在江永县夏橙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基地、
宜章莽山红茶产业示范园，刘永富详细了解
项目的资金构成比例、 分红模式等情况。他
指出，要将新上的财政扶贫项目利润变成村
集体经济收益，用来设立公益岗位，投入村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贫困户给予奖励或临
时救助等，引导贫困户积极参与劳动获得收
入。

刘永富还考察了江永县潇浦镇和兴村、
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江华九恒集团、大路铺
镇君贤皮具厂、五洞村2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
宜章百捷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并与当地干
部群众座谈。

座谈会上， 刘永富充分肯定我省产业扶
贫特别是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所作出
的努力，指出江永、江华两县的社会扶贫网打
造了脱贫攻坚的新品牌， 是社会扶贫的新平
台、社会动员的新抓手。他强调，要加强产业
扶贫项目的融资监管，完善收益分配制度，建
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要按市场规律发
展产业，产品要变成商品，不能盲目跟风上项
目。发展产业要建立“带贫”的机制，防止步入
“养懒”误区，重视精神扶贫，保持精神上富
有。 要精准识贫也要精准退贫， 防止数字脱
贫，实现稳定脱贫，保证脱贫的质量。互联网
市场要与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保持一致，线
上线下同步发展， 共同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培
育和人才培育，引领社会新风尚。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形成脱贫攻坚合力
刘永富在永州郴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 � � � 7月16日10时许，长沙市岳麓区裕园小区，邮政EMS揽投员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送到姚铭星同学（右一）手中。 傅聪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于振宇 夏似飞） 记者今天从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 自2016年10月劳务协作
脱贫攻坚工作在全省全面推开以来，湖南巩
固了之前已转移就业的64.04万贫困劳动力
稳定就业成果， 同时新增11.85万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 带动21.3万户贫困家庭脱贫。
一年多时间里，湖南探索出一套劳务协作脱
贫的模式，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获
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的点赞。

湖南是劳务输出大省，也是脱贫攻坚主
战场， 为探索就业扶贫新路子，2016年4月，
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文，启动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龙山县与广
东省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市劳务协作脱
贫试点，通过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

之间相互协作，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稳定就业，实现脱贫。半年时间里，即
取得明显成效，试点地自治州新增2.2万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2016年10月， 湖南在总结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劳务协作脱贫推广到
全省，形成了跨省、省内、市州内三个层面对
接协作机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湖南探索出“114”
的劳务协作脱贫工作模式， 积累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114” 即形成一套输出地输
入整体工作机制，建立一个劳务协作脱贫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把握精准识别、精准对接、
精准稳岗、精准服务四个关键环节。

在这套工作机制下，贫困劳动力输出地
和输入地通过协商会商，或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建起了跨省、跨市及跨县区的协作对接
机制。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录入了湖南490万

贫困人口的基本信息， 以及151.86万农村贫
困劳动力的就业、培训、政策帮扶等信息，对
贫困劳动力就业失业状态精准跟踪。 同时，
输出地会同深圳、长株潭等输入地举办专场
招聘会进行供需对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还在广东4市成立劳务协作服务中心，为
贫困劳动力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部门出台
扶持政策，对聘用贫困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补
贴；建立技能培训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
贫困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通过劳务协作，我省贫困劳动力输出实
现了“三个转变”，即从自发输出向精准输出
转变，从无序输出向有序输出转变、从体力
型输出向技能型输出转变。目前，劳务协作
脱贫已成为我省贫困劳动力增加收入、实现
脱贫的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方式之一。

（相关报道详见3版）

劳务协作带动21万余户家庭脱贫
湖南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劳务协作脱贫模式

湖南日报评论员

帮一人就业，助全家脱贫 。我省劳务协
作脱贫攻坚工作自去年10月全面铺开以来，
不仅巩固了之前已转移就业的64.04万贫困
劳动力稳定就业成果， 还多渠道多形式新增
11.85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带动21.3万余
户贫困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脱贫线。实践证
明， 劳务输出是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最直接、
最现实、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劳务协作脱贫
是我省精准扶贫的又一成功经验。

劳务协作脱贫，服务的是贫困劳动力这
一特殊对象， 解决的是脱贫这一特定任务，
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就业服务，非得下一
番绣花功夫不可。2016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
和人社部联合发文， 启动湖南省花垣县、龙

山县等与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市劳务协
作扶贫试点，探索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稳定就
业脱贫。一年多来，我省在跨省协作、省内跨
市州协作、市州内跨县市协作三个层面开展
劳务协作脱贫，从试点到全面铺开 ，从星火
燎原到遍地开花， 已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成功经验。

从实践经验来看， 搞好劳务协作脱贫，
关键是要做到“四个精准 ”，即精准识别 、精
准对接、精准稳岗、精准服务。要整合数据资
源，准确掌握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及就业去
向等情况，对有就业能力、有就业意愿的贫
困人口做到手中有账、心中有数 ；要深入工
业园区，走进用工企业，积极开展企业岗位
信息收集，筛选出真正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
的岗位；要以小分队、大篷车等形式送岗位

上门，举办专场招聘会，切实做好供需对接；
要加强对贫困劳动力的培训，指导企业与贫
困劳动力规范签订劳动合同、及时落实工资
等相关待遇，切实做好服务工作。

劳务协作脱贫，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既需
要劳务输出地与劳务输入地的密切协作，更
需要政府各个部门、 社会各个方面的密切配
合。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完善配套政
策，创新思路方法，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发挥
北上广深等驻外办事处、工商联、商会的桥梁
纽带作用，紧紧围绕“劳务输出单”“对接责任
单”“就业稳岗单”各司其职，搞好“大合唱”，让
贫困劳动力“走得出”“留得住”“能增收”。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
举措。 截至2016年底， 全省还有6900个贫困
村 、340万贫困人口 ， 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中，通过劳务协作稳定就业 ，增加贫困农民
收入，开阔贫困农民视野，提升贫困农民素
质，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劳务协作脱贫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