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备
维护忙
7月19日上午，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蔡家洲砂
石翻坝， 工作人员冲洗
输送设备上的淤泥。前
段时间洪水暴涨， 砂石
翻坝的场地及设备大部
分被水淹没， 湘江综合
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人员对关键设备进
行了转移。水退后，又马
上进行场地清淤及检修
设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曹娴）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全省上半年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
上获悉，1月至6月， 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增
加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
已连续4个月保持在7%以上。

“全省工业经济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创
新引领下的增长、结构更优的增长。”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谢超英说。

企业效益增长较快。数据显示，1月至5月，
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逾1.43万
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高于上年同期5个
多百分点。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累计增
速持续保持在20%左右，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同

比大幅下降32%。
创新引领作用凸显。1月至6月全省规模工

业新产品产值3056.97亿元， 同比增长18.5%，
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5.7%。 如衡阳
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便携式电
子书浏览器、智能音箱等，去年开始实施技术
改造，新增多条生产线，今年上半年产值跃升
至37.5亿元、增长155%。

制造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1月至6月，全
省制造业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占全省
规模工业比重超9成。装备制造业仍是主力军，
上半年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长3.9个百分点，贡
献率过半。

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月至6月， 园区规模工
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工业的66.4%， 同比提高4.7
个百分点。望城经开区围绕先进制造业招强引大，
目前中粮可口可乐华中生产基地已投入运营，中
信戴卡南方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下月投产，项目
建设跑出“加速度”，力争跻身“千亿俱乐部”。

用电、用地等指标，显出我省工业经济稳中
向好态势。上半年，全省工业用电量为379.7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3.09亿千瓦时；工业用地供应节
奏加快，全省供应工业用地同比增长14.3%。

工业经济给力，直接带动税收增长。上半
年全省工业企业入库地方税收95.54亿元，同比
增长8.48%。

我省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规模工业连续4个月增速7%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微信里收到2个客户的订单，要我们送些
茄子等蔬菜。”7月19日一大早， 郴州市苏仙区
五盖山镇小坌村贫困户陈少华把采摘的蔬菜
打好包，准备往郴州城区的酒店送货。

陈少华把手机微信订单给记者看。他介
绍，前不久，苏仙区扶贫办、五盖山镇政府举
办精准扶贫农产品订货会，专门为贫困户种
植的蔬菜寻找销路。五盖山镇高寒山区狮子

口、栗木水、小坌等村的蔬菜合作社负责人
和贫困菜农代表，将地里的苦苣菜等几十个
蔬菜样品，搬到现场展示，面对面向苏仙区
机关单位、高新区企业、郴州城区各大酒店
推介。

“我们高寒山区自然环境优美，蔬菜品质
优良，不使用农药化肥，便宜又新鲜。在订货会
上一亮相，受到商家青睐。”陈少华高兴地说，
“我们和商家互扫微信二维码，再用微信下单，
蔬菜很快就会送上门。”

陈少华的手机上还有一个精准扶贫产业
帮扶微信群，群里的农户们只需每天将自己的
蔬菜品种、价格、销售量等信息发送到群里，酒
店、食堂等即可根据需要在微信群下单。

五盖山镇党委副书记吴建军说， 为了让
贫困户的蔬菜与市场无缝对接， 镇里前期挨
家挨户走访贫困户和有关合作社， 了解他们
种植的蔬菜品种，然后走访多家企事业单位、
酒店等，进行摸底调查，为双方搭建一个供销
平台。

郴州京伦酒店有关负责人表示，用微信群
建的供销平台，使酒店与农户直接对接，既减
少中间环节，节约采购成本，也解决了贫困户
蔬菜销售问题，让他们可以放手去抓生产。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邹仪 程前）
“经过讨论，7市凝聚了共识，一致认为要
加快推进呼南高铁邵永段、益娄段建设，
并争取永州经清远至广州高铁建设，构
建京广高铁辅助通道。”近日，广东广州、
清远与湖南永州、邵阳、娄底、益阳、常德
等7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和铁路
专家一起齐聚永州， 详细讨论构建京广
高铁辅助通道事宜。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2省7市应该全面合作， 加快推动项目建
设。

与会者一致认为， 加快推进呼南高
铁邵永段、 益娄段并争取永州经清远至

广州高铁建设，构建京广高铁辅助通道，
有利于沿线区域加快发展。 沿线城市同
意统一步调，合力攻坚，加快推动项目建
设。会议确立了“5+2”联席会议制度，每
个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实现对口联
系、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整体推进。并充
分发挥各地人大代表力量， 及时向有关
部门建言。

据了解， 呼南高铁是国家高铁主通
道八纵之一。目前，该高铁湖南境内娄邵
段已建成通车，湖北襄阳至湖南石门段、
湖南常德至益阳段年内将开工建设，邵
永段、益娄段将于2018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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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德胜 王威群

7月15日清晨，334省道双峰县沙塘乡白石
段，一位失去左手的残疾人正骑着摩托车匆匆
赶回家， 一路上不少人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这位残疾人是该县沙塘乡白石村养殖户阳贤
成。几年来，他自强不息，发展生猪养殖，获得

了当地村民好评。
白石村因境内拥有双峰县第三高峰白石

峰而得名，是省定贫困村。
因家境贫困，母亲早逝，父亲患病在床，阳

贤成14岁时便外出打工挣钱。 在5年后的一个
晚上，因连续加班过度劳累，阳贤成的左手不
幸被机器连膀带臂全部绞掉，背部灼伤面积达
70%，整个人瘫痪在床达一年半之久，光医药费

就花了10多万元，这让本就不善言辞的阳
贤成变得更加消沉了。

时任白石村党支部书记唐效林了解
到他的困境后，带领村干部多次上门劝导，
鼓励他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让他逐
渐解开了心中的郁结。“去外面打工也没人
要，干脆在家养猪算了。”阳贤成下定决心。
本已债台高筑，加上身体残疾，很多人担心
他坚持不了，没人敢借钱给他。正左右为难
时， 又是唐效林用篓子背了两头仔猪送上

门来，让阳贤成哭得稀里哗啦。
从此，阳贤成起早贪黑，辛勤劳作，还娶上

了媳妇，哺育一儿一女，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然而， 灾难再一次降临到阳贤成的身上，2013
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无
人照看，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

此时， 村委会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根据脱贫攻坚的相关政策， 将他家纳入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结对帮扶。 村委会多次安
排他参加种养殖技术培训， 并依照扶贫政策
给阳贤成免费发放仔猪、牛犊和羊羔，提供部
分启动资金。到了年底，村上及帮扶队员还为
他养殖的生猪和牛羊寻找销路。至此，阳贤成
每年都要出栏十几头猪、 三五头牛、 十几只
羊。前些年，他又东拼西凑，在公路旁边建起
了新房，把家从山上搬了下来，生产生活也方
便了许多。

今年,双峰县工商联到该村开展扶贫帮扶，
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肖晓琳与阳贤成
结上了帮扶对子。在县工商联的帮助下，阳贤
成今年又养殖生猪10头、 种植稻田和玉米近8
亩，预计增加收入2万多元。

两次跌倒 坚强站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7月17日， 记者从湖南师大附中获
悉， 在7月6日至15日的泰国马希隆大学
举办的第49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 该校1401班陈一乐同学代表中国参
赛，摘得银牌。这也是该校夺得的第49枚
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牌。

陈一乐是本届化学中国国家队唯一
女生， 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国家队的学
生。传统观点认为，奥赛强度大，女生在
这方面居弱势，但陈一乐觉得这是偏见，
“相对来说，做实验会有一点辛苦，需要
连续作业四五个小时。 但学习是一个融
会贯通的过程，只要掌握了学习方法，我
觉得女生也不比男生弱。”

在竞赛教练李立文眼里， 陈一乐正
是一个能掌握学习方法、 学得轻松的学
生。在没有备考的情况下，陈一乐在一次
全年级的月考中， 轻轻松松就考了个第
一名，“我从没见过她刷题， 她最显著的
特点是爱琢磨、爱思考。不管是遇到实验
问题还是理论问题，她不光是找到答案，

还要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爱琢磨，陈一乐自认为这次奥

赛没发挥好：“化学实验出题者给出的
析晶温度是零摄氏度，我做实验时发现
这不科学，便琢磨着改进了一下，但答
题时间就不够了。”陈一乐认为，从比赛
中获取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大局
观。

让1401班班主任朱昌明印象深刻
的是，陈一乐不光是学习成绩好，综合
素质也很突出。她爱好体育运动，乒乓
球、羽毛球、排球都曾代表班级拿过奖；
文学功底很厚，曾为该校附中版《成都》
填词，在网上获赞10万+；口才也好，主
持过不少活动；音乐上极有天赋，曾为
了学吉他而专门向学校请假，结果一个
星期就学会了，还自己谱了一首曲子献
给老师。

因为化学奥赛成绩骄人， 陈一乐已
被保送至北京大学。谈到未来，陈一乐想
重新挑战一下自己，攻读数据科学专业：
“跨学科发展是一个趋势，我希望自己能
有更多可能。”

2省7市永州“携手”
推进构建京广高铁辅助通道呼南高铁建设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张灿强）加速前进、高速拐
弯、 躲避障碍……这些电影《速度与激
情》里的情节7月17日在湘潭大学体育馆
一一上演。当天，由湘潭大学承办的第十
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华南赛
区）吸引了8个省（区）88所高校的331支
代表队千余名学生前来参赛。

竞赛以智能汽车为研究对象， 是面
向全国大学生的具有探索性的工程实践
活动， 也是教育部倡导的大学生科技竞
赛之一，融科学性、趣味性和观赏性为一
体，涵盖自动控制、模式识别、传感技术、
电子、电气、计算机、机械与汽车等多个

学科知识。
本届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湘潭大
学承办。比赛中，选手们通过程序设计，
操控汽车模型，展示了识别道路、控制
平衡、加速前进、高速拐弯、躲避障碍等
一系列的精彩动作。他们将用技术与智
慧，角逐光电直立、光电四轮、光电追逐、
电磁普通、电磁节能、电磁追逐等6个组
别的冠军。 本届大赛除了现场竞赛，还
召开了以“智能汽车与复杂工程问题”
为主题的研讨会，从理论层面就如何强
化学生能力进行了不同视角的解读与
探讨。

千余名学生
湘大上演“速度与激情”

爱琢磨，摘奥赛银牌

微信下单，送菜上门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郑旋 ）近日，
长沙市开福区对2016年度助推经济发展
贡献突出的153家企业奖励5200万元。

2016年， 开福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17亿元，增长11%；完成地方财政总收
入133亿元，增长11%，相比2004年的2亿
元增长60多倍。其中，税收收入达114亿
元。在物流商贸产业方面，开福区形成了
医药、粮食、能源3大百亿级物流集群，完
成了全省35%的报关量和40%的关税。在
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开福区拥有5家省级
文化集团，2016年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税
收22.6亿元，占税收收入的19.8%，财税
增量贡献达60%。在金融商务方面，开福

区集聚了全国性或省级金融总部机构60
家、 各类金融分支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
300余家， 业态覆盖率在全市占比达到
90%，税收比重达30%。

开福区委书记沈裕谋介绍，今年，开
福区将重点推进朝正垸（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苏圫垸（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两垸”开发和金融商务区、金霞经开区
“两区”建设，围绕“3+2”产业布局，即金
融商务、物流商贸、文化创意三大优势产
业和军民融合、都市工业，强化项目、人
才、技术、平台支撑，从资金、土地、政策、
制度、 作风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

开福区重奖有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