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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海上风机，一马当先

在距离陆地12公里的福建莆田平海湾
上，蔚蓝的天空映照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一
排白色的风能发电机接天连海， 巨大的叶片
随着海风匀速转动，甚是壮观。

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5兆瓦机型的商业
化海上风电项目，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
5兆瓦直驱永磁风机的商业化海上风电项
目。

拿下这个“第一”的，正是湘电风能。
湘电风能执行董事龙辛介绍，单机容

量5兆瓦，意味着一台风电机组设备，每小
时可发电5000千瓦时，在其25年的寿命期
里，发电可超过5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4
万吨标准煤， 减少 28.8万吨二氧化碳排
放。

在平海湾项目上， 湘电风能一次性装机
10台。 这10台风电机组， 每年可为福建提供
1.9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供15万户家庭使
用。

龙辛认为， 海上风机必须质量过硬，而
且尽可能做到功率大、台数少。因为海上风
机安装以后，如果出现问题，要进行拆卸、检
查和维修相当麻烦。 且不说工程量巨大；若
遇上海上大风浪，维修人员甚至都靠近不了
风机，只能择机再去，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不
可估量。

这，就要求风电机组在防腐蚀、防水、防
潮等方面，不能有一点瑕疵。

湘电风能生产的直驱永磁风机， 这些要
求都能达到。

直驱，顾名思义，叶轮直接跟发电机转子
连接。直驱风机优点，在于结构简单，传统部
件少，在低转速下，发电效率更高。

在平海湾惊艳亮相后，湘电风能的海上
风机，随即走上快速扩容通道。如今，已布局
辽宁、天津、江苏等沿海地区近海海域的风
电市场。

陆地风机，后来居上

湘电风能的海上风电，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在陆地市场， 总装机规模名列全国同行业
前茅，其2兆瓦风机的总装机量一直处于行业
第一。

在该公司风机制造厂门口宣传栏上，张
贴了一张业绩分布图。记者看到，在国内内陆
高海拔低温地区、 高湿度山地地区以及常年
沙尘的荒漠地区， 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由湘电
风能建设的风场。

龙辛介绍，截至2016年底，该公司产品已

打入全球170个风能发电场，总装机台数超过
4000台，以华中大区最多，在湖南的市场占
有率超过60%。

“我们进入风电领域并不算早，如今成为
市场有力竞争者， 风机传动链的优势功不可
没。”龙辛认为，风机系统技术的先进与否、质
量稳定与否， 最关键的就是传动链上的各个
零部件表现如何。

风机系统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能量
传递系统，构成风机核心的，是电机、用于
能量传递的主轴、 能量转换上网的变流器
等。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湘电风能这些年
重点围绕传动系统 ， 进行研发和技术升
级。

湘电风能的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是一家
有着70多年大型机电成套设备制造经验的
国内领先企业；2009年时，湘电风能又收购
了荷兰海上直驱风电机组技术研发公司。集
结中外研发团队智慧， 公司先后生产了2兆
瓦至5兆瓦共10余种型号的直驱永磁风力发
电机。

“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把控好风电机组
上的盘式、大直径、超低转速发电机，而我们
可以做到。”龙辛说。

技术过硬，服务也跟得上。
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湘电风能在国内外

多个区域设有备件库，一旦用户有需求，售
后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解决问
题。

黄利飞

湘电风能进入风力发电这一领域时， 市场上
有不少知名企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当时行业有
两种常见的风机机型———直驱型和双馈型。

这两种机型的区别，与共享单车两大巨头
“摩拜”与“小黄车”的区别有点类似：直驱型风
机像摩拜，有些笨重，但质量过硬并且有物联
网大数据，颇有技术优势；双馈型风机像小黄
车，轻巧、转速快，人气优势略胜一筹。

后入场的湘电风能， 选择了直驱路线。在
他们看来，直驱型风机优势明显，更符合风电
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

龙辛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台有1000
个零部件的机器， 跟一台只有100个零部件的
机器比，假设单个零部件质量一样，零部件多
的，出问题的概率肯定要高。

这也是湘电风能将“后来者”劣势变优势，
纳四方之资源、合众家之所长，做出的选择。

事实证明，湘电风能的选择，对了。
它在“进场”迟到的情况下，迎头赶上进入

行业第一阵营，关键就是选择并持续升级的直
驱技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目前，两种风机机型，暂时还不分胜负，但时
间这块“炼金石”，会给出答案；而最终的赢家，都
是市场做出的选择。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肖军
通讯员 张家权 钟仁君

左手拿数据线线材，右手拿USB接口，
在一台焊接机器前，34岁的舒忠梅目不转
睛地操作着。15秒钟后， 一根标准的USB
数据线做成了。

7月中旬，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高
铁新村的“扶贫车间”，还有8位村民在干着
与舒忠梅一样的活。

“舒忠梅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高铁
新村党支部书记马小珍介绍， 为了摆脱贫
困， 舒忠梅和丈夫曾带着两个小孩到浙江
打工。

“有打工收入，但‘贫困帽’照样戴着。”
舒忠梅说，两个小孩一年的学费就要近2万
元，加上租房等开销，一年到头没余下几个
钱。

去年8月， 舒忠梅带着孩子回到家乡，
一来减少开支，二来照顾老人。

“以前农闲没事，现在‘扶贫车间’进了
村，家门口打工拿钱，脱贫有盼头了。”舒忠
梅对未来充满憧憬。

高铁新村是个贫困村， 去年由原枫树
屯村和方家屯村合并而成， 村里有贫困户
87户295人。新晃西高铁站就坐落在该村。

“村里贫困人口多，留守妇女多。”马小
珍说，镇、村两级干部以及驻村扶贫工作队
商量后提出，把企业车间引进村里来。

高铁新村扶贫后盾单位是县人社局，
局长蒲学东与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杨明勇
当起了牵线搭桥的“红娘”，主动与县内一
些企业进行了接洽。

“一方面企业要招工，一方面留守妇女
没有工作。”杨明勇说，与县校源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洽谈后， 公司决定在高铁新村设

立“扶贫车间”。
“扶贫车间”的位置选在原枫树屯村村

部，面积约80平方米，今年5月正式建成。
既当“红娘”，又送“嫁妆”，县人社局提

供20套生产设备、桌椅等。县校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提供原材料、 进行技术指
导以及回收产品等。贫困户经过培训后，在
车间主要承担数据线焊接、 成品包装等业
务。

“一天赚八九十元不成问题。”舒忠梅
乐呵呵地说， 在家门口就业， 既能照顾小
孩，又有一份收入，上班还很自由，遇到家
里有事可随时请假回去。

“设立‘扶贫车间’的目的，就是让不方
便进工厂的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杨明
勇说，这种亦工亦农的用工形式，深受留守
妇女、老年人的欢迎。

高铁新村姚家组51岁的村民石凤英
虽然操作不熟练，焊接得慢一些，但她并不
着急。

“钱多少可以赚一点。”石凤英说，到吃
饭的点，她还可以回家做饭。

高铁新村杨洞萍组的汪拥萍也在“扶
贫车间”务工。她说，有了“扶贫车间”，村里
打牌的也少了。她希望车间规模更大一些、
货源多一些、工资还高一点。

其实，扶贫工作队也早有打算。杨明勇
说，建“扶贫车间”，村里与企业的合作已从
前期的磨合期步入了正轨。目前，双方正在
洽谈利润更高的业务合作， 将吸纳更多的
贫困村民进车间。

“‘扶贫车间’只是帮助贫困户就地就
业的举措之一。”马小珍说，他们还依托高
铁站设在村里的优势， 帮助村民应聘高铁
站保安员、保洁员等服务性岗位，已有一批
贫困劳动力就近实现就业。

湘电风能：下海上山，“风”景无限

� � � � 7月6日，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签下了自公司成立以来
单个合同装机容量最大的项目———河北大唐丰宁大滩风
电场。订单纷至沓来，金额和装机容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这是湘电风能近几年的常态———

■记者手记

选择的智慧

———走三湘 看扶贫

村里有了“扶贫车间”

� � � � 7月12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高铁新村，贫困户在扶贫车间内加工数据线。（资料
照片） 雷鸿涛 摄

� � � �湘电风能福建莆田平海湾一期海上风电场稳定运行。（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2017年普通
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
在公布的院校投档线中， 多所热门院校的投
档线直逼一本录取控制线， 甚至高出一本录
取控制分数线。文史类以南京审计大学最高，
为579分， 超出湖南一本录取控制线31分。理

工类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最高， 为524分，超
出湖南一本录取控制线19分。

部分在湘院校中， 湖南工业大学文史类
529分、理工类486分；湖南商学院文史类541
分、理工类494分；吉首大学文史类523分、理
工类476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史类525分、
理工类480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类534

分、理工类490分；长沙学院文史类521分、理
工类471分；湖南理工学院文史类515分、理工
类469分；湖南文理学院文史类510分、理工类
451分； 湖南工程学院文史类507分、 理工类
461分。请考生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查
询更多详细情况。

今年在湖南参加本科二批录取的院校
共计586所，在湘招生计划为86508人。7月24
日开录，7月27日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7
月31日结束本批次录取。今年湖南本科二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史类为485分， 理工类为
424分。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王婧菲）新区的最大潜力是什么？新区的改革
如何破题？ 新区应当在全国全省改革发展大
局中担纲怎样的角色？连日来，湖南湘江新区
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收看大型政论专题片《将
改革进行到底》，以“彰显青春活力，将新区改
革进行到底”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新区是改革创新的产物，最鲜明的特色
是改革， 最重要的使命是创新”“如何用好用
活干部，是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在基层，
关键是落实”“要让改革成为每个新区人的自
觉”……干部职工们纷纷表示，湖南湘江新区
要担负国家使命，回应改革要求和人民期盼。
作为新区人，将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倍加珍

视国家赋予新区的独特战略优势、平台优势、
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 进一步革新思路和理
念、 改在要处和深处， 以改革为总抓手激活
力、提效能、促融合、优环境、兴产业，走出一
条促进发展、富有特色、率先全国的改
革之路。

自成立以来，湖南湘江新区创造性
开展各项工作,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湖南金融中心、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取得实效；实施“挂图作战”，建立“沟通
面对面、服务零距离”领导干部一线服
务工作机制；率先开展“多规合一”，划
定“生态红线”， 开展综合生态补偿试
点，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率先示范。

改革创新促进了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2017年上半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94.0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工业增加值
376.42亿元, 同比增长10.2%； 固定资产投资
981.93亿元，同比增长18.3%；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04.58亿元,同比增长12.8%。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安全性、防渗漏、舒适性、平立面多样性、
经济性， 是评价装配式建筑好坏的重要标
准。”21日， 全省装配式建筑高级管理班在
长沙理工大学开班， 我国结构工程著名学
者沈蒲生为学员们上了第一课。据了解，我
省拓展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 这是首度由
高校开班启动大规模人才培训。

我省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年产能达2460万平方米，在现有远大
住工等6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

基础上， 本月初又新增了9家省级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但行业大发展的同时，不少
企业都在为人才短缺犯难。 较早进军该领
域的某企业负责人介绍， 高校的土建类专
业，都是以传统建筑学理论知识为主；高校
学生大多对装配式建筑缺乏认知， 没有在
相关单位实习，缺乏实践经验。长沙理工大
学此次通过校、企、研携手，将开设装配式
建筑一系列培训班， 讲授内容包括政策文
件解读、造价标准体系、BIM技术应用等方
面。

高考招生关注
本科二批投档线公布

多所院校高出一本录取控制线

革新理念 改在要处
湘江新区以改革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记者 奉永成）两天
时间，两家医药生产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今天，省安监局下发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今
年底， 对全省范围内医药生产企业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

6月25日，益阳市境内的湖南成大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合成废水收集池内可燃混合气体

发生爆炸，虽无人员伤亡，但也敲响了安全生
产的警钟；6月26日， 益阳市境内的湖南汉森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酊剂生产车间突发火灾，
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暴露出医药生产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安全监管
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教训深刻。

省安监局要求，各级安监部门要紧扣当

前正在开展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安
全生产大检查等行动要求，立即部署对医药
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专项检查
要以规范医药生产企业特殊作业、 防泄漏、
应急处置和事故防范等为重点，制定本地区
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方案； 市、
县两级安监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医药生产
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非法违法行为，要依
法立案查处，督促医药生产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推动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水
平上台阶。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孙明辉 毛诗棋 卜婷

7月22日，经过大半天的入户走访，湘
潭大学商学院赴永顺县“情牵脱贫攻坚”调
研小分队来到了一户特殊的家庭， 这个家
庭的“特殊”让整个调研小分队肃然起敬。

家里有对特殊的父子， 父子俩都曾扛
起钢枪在战场上浴血杀敌，保家卫国。老父
亲张代全已经89岁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到现在还会一点朝鲜语，在战争中曾在
雪山之中艰苦地爬了3天3夜。儿子张传忠
今年58岁， 参加了1979年自卫反击战，现
在背上还有炮弹炸伤留下的疤痕， 当年缺
少麻醉药， 战场救护站的卫生员就直接将
弹片挖了出来，直到1989年他才退伍回了
老家。 这是一对朴实无华但又有着铮铮铁
骨的“父子兵”，当小分队队员们向他们表
达敬意时，儿子挺直了腰板，握着拳头说：
“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我们
父子只是做了该做的。 战场上我目睹了战
友们的牺牲，我能够活下来，赶上这么好的
社会，已经很幸福了！”

这对父子家里没有什么劳动力， 儿子
退伍回来后在外面打些零工， 后来工作中
膝盖受过伤，不能做重体力活了，便在村里
的鞭炮厂里做事。家里经济来源有限，一直
以来都比较贫困， 村里和政府相关部门也
曾多次要对他们进行帮扶，但是这对“父子

兵”总认为村里还有比他们条件更差的，不
应该给组织添负担， 他们从来都没有向村
里提过什么特殊的要求。 他们有的只是对
生活的乐观，他们能做的只是“自食其力”。

乡亲们对这对“父子兵”评价也是特别
高，陪同队员们走访的一位村干部说，这对
“父子兵”虽然穷，但是穷得有志气，一直以
来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这位村
干部还提到一件让队员们感动的小事。当
年村里建鞭炮厂需要木材， 张传忠慷慨地
对村干部说，需要木头就去他家后山上砍！
朴实的话语让队员们更加感动。

两年前， 永顺县实施精准扶贫工程
后， 经过村民们的评议推选， 这对战场
“父子兵” 纳入了精准扶贫范围， 政府不
仅帮助他们落实了财政补助， 申请了医
疗救助和生态补偿， 还特别针对他们家
的周边环境以及村里的产业规划， 帮助
他们发展白皮柚种植， 免费提供幼苗和
技术指导，指导他们在山上养殖土鸡。同
时， 也安排老人家的孙子进行了就业技
能培训，鼓励他去广州务工。当队员们问
到张传忠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看法时，他
充满沧桑的脸上满是笑容， 多次竖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政策好。精准扶贫实施两
年多来，这对“父子兵”的生活也是越来
越好。屋前的田地里，白皮柚林已经初现
规模；老木屋后的新房已初见雏形，年底
就会有一幢崭新漂亮的砖瓦房立起来。

拓展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
省内高校发力补人才“短板”

战场“父子兵”走上脱贫致富路两天发生两起生产安全事故
我省对医药生产企业进行“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