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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段云行）8月
11日，华菱涟钢郭德福博士工作室一片繁忙。
目前， 华菱涟钢已有两个以博士命名的技术
工作室，4名博士中有3名是共产党员。今年以
来， 华菱涟钢以党建激发支部活力和党员的
战斗力，以“红色引擎”助力企业发展，企业经
营效益持续向好。

华菱涟钢党委一方面突出抓好干部作风
转变，制定企业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勇于担
当”六项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坚持党的建设
与党的事业相互促进， 成立党建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 创新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
与方法。在今年举办的支部党建论坛上，围绕
生产经营，党员们找问题、谈认识、定措施、抓
落实， 将党建工作核心与生产经营中心深度
交融， 形成共振，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

“两个作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成为带动全
体员工促进企业振兴发展的先锋力量。

党员隋亚飞博士带领的科研团队通过优
化工艺，不仅提高了钢材质量，而且降低了成
本。 其中， 电工钢在终端用户的使用时效损
耗，最多降低了75%。党员郭德福博士率领的
创新团队， 两个月提交出25篇分析及调试报
告， 使华菱涟钢在平辊轧制技术上取得重大
突破， 宽薄极限规格的板形命中率提高20%
以上， 薄规格高强酸洗板等品种钢质量问题
明显减少。从炼钢到轧钢，优秀的高端技术人
才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为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意识， 强化思想
引领， 华菱涟钢党委还在全体员工中大力推
行“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共产党员以
身作则做奋斗者榜样。7月初洪灾影响华菱涟

钢时，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带领广大员工日夜
奋战，不到24小时就开始恢复生产，创造了奇
迹。

党建牢牢抓住“激发人的活力” 这一关
键，企业发展动力也被激活。今年，抓住市场
回暖机遇，全面启动“质量效益型”战略，经济
技术指标不断改善，多项指标打破历史纪录。
特别是7月份，华菱涟钢单月结算量、品种钢
结算量、冷品结算量等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前7个月品种钢创效超5亿元，为上年全年的2
倍多。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 通讯员 邓崛
峰 唐青 记者 左丹 ）向一个长宽20厘米
左右的塑料小方盒里注入近300毫升的
盐水，把40个这样的小方盒串联起来，就
可以产生驱动电动车的电量？ 听上去很
神奇， 但一支来自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
院的名叫“迈格镁能”的学生创新团队做
到了。 这是记者今天从长沙理工大学获
悉的。

“这是一组镁空气电池，注入盐水后不
用充电就能产生电流， 能够驱动这台车行
驶超过300公里。”“迈格镁能”创新团队指
导老师、 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贺浩博士
指着一台四轮电动车肯定地说，“我们叫它
‘王家湾一号’。”今年8月8日，这辆电动四
轮代步车改装成功，试驾5公里，各项动力
指标正常。

2016年下半年，贺浩召集10余名学生

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 在长沙市王家湾大
学城小区租了一套3层民房， 作为他们的
“研发基地”。这支团队中有研究生，也有本
科生，其中大一学生就有4名。 今年5月，团
队开始研发汽车电池组。7月底，“迈格镁
能” 项目获湖南省第三届互联网+创意组
的金奖。

今年暑假，团队成员就驻扎在了王家
湾，开始实践应用研究。长沙理工大学材
料学院党委书记张国强告诉记者，今年7
月， 贺浩老师指导创新团队研发的镁空
气电池为一线抗洪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
便利。 除设计充电宝、电池组，在王家湾
的研发基地， 这支团队还在设计一款触
水即可发亮的LED灯，这种小灯尤其适合
野外的夜晚照明。 贺浩打算制造上万个
这种LED灯，捐献给红十字会，供他们在
野外急救时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成芬

眼下正是黄桃上市的季节，石山头村的
黄桃喜获丰收，可看着一树树香甜诱人的黄
桃，村民们却是吃不下、睡不着……

8月8日，心急如焚的郴州市北湖区华塘
镇石山头村黄桃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
章跃多方联系销售渠道，他说合作社种植了
160多亩黄桃，有5000多公斤的黄桃没有销
路；高温下，每天从桃园摘下来的蛀虫桃、烂
桃都有几十公斤。面对这些，杨章跃及合作
社的果农们急得直跺脚。

在石山头村的黄桃果园，桃树上密密麻
麻的桃子压弯了树枝。摘下来打开包裹的纸

袋，水灵灵的黄桃让人垂涎三尺。“温度这么
高，成熟的黄桃经不住几天晒，很快就会坏
掉。”杨章跃充满忧虑地介绍。

桃园里有几位正在采摘的顾客。一位蒋
先生边摘边说：“我们是从市区过来的，我一
个朋友从这里路过才知道原来华塘镇也有
一片这么大的黄桃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
了几斤，我尝了一下，特别好吃。所以今天特
地开车过来购买，顺便也享受一下采摘的乐
趣。” 一同来的朱先生随手拿了一个黄桃便
吃了起来：“一口下去细腻有嚼劲，充盈的甜
汁水在舌尖打转。俩字，美味。”

据了解，石山头村黄桃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由当地60户农户融资组成的， 其中还有3

户贫困户。黄桃基地今年是首次挂果。由于
销售渠道单一，又缺乏宣传，导致收获的黄
桃严重滞销。果农告诉记者，一个个黄桃，都
是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大家几
年来的希望和寄托。

看着果园地上一个个烂桃，杨章跃忧心
地说：“连续高温加速了黄桃成熟期，仅凭在
路边摆摊，一天卖不了多少。每天这么多桃
子烂在地上，很是让人心痛，如果这周还销
售不出去，我们损失会很大。”

石山头村不但有纯天然的新鲜蔬果，更
有美丽的山水风景。 村子毗邻三合古村，距
离四清湖、小埠等景点也十分近，采摘黄桃
后，还可在周围游玩一番，很是方便。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梁毅 邬海华 ）近日，省档案局党
组再次专题召开精准扶贫工作会议，决
定再投入经费30万元， 在双峰县湴田村
部建设一个多功能的便民电商网络服务
中心， 做强电商产业， 带动村民脱贫致
富。

双峰县湴田村是湖南省档案局的驻点
帮扶村，现全村共有385户1497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75户262人，低保户28户83人，五
保户10户10人，已脱贫37户117人，计划年
内实现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

工作队从驻村开始， 就着力建设湴田
村的三条“路”：公路、水路与“网路”。经多
方协调争取， 已筹措资金400余万元，拓
宽、硬化9公里连村公路至省道，修建、硬化

6.5公里村内公路至村组； 修筑灌溉水渠5
公里；光纤网络已进村入户，全村的硬件设
施已基本完善。

湴田村适合发展小规模的家庭种养
业， 工作队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户
发展生产，给每个贫困户免费发放果树苗、
家禽仔苗和仔猪等。

工作队注重培养网络销售人才， 在走
访调研中发现贫困户罗云林的女儿罗璇
子，高中毕业后立足在农村发展，且有带动
村民发展致富的意愿。 工作队鼓励她尝试
养鸡和制作辣酱等土特产上网销售， 她通
过朋友圈和微商平台销售产品达3万余元。
今年， 罗璇子准备待村部电商网络服务中
心建好后，扩大发展网络销售，让家乡的土
特产飞到更远地方。

华菱涟钢党建激发支部活力和党员战斗力

“红色引擎”加速企业发展
电瓶车“注水”一次跑300公里
长沙理工大学学生创新团队研制出新能源电池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王琳 邓志鹏 ）今天，省水利厅在长
沙召开全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进工作
（集体约谈）会，对全省7个在建的重大水
利工程的项目法人、 参建单位负责人和
项目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 要求既要抓
进度，又要保质量，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

相关部门通过督查发现，全省2017年
上半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既取得了一定成
效，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今年时
间已经过半，但有些工程进度不理想，完成

的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省水利厅明确， 全省在建的7个重大

水利工程，必须按照水利部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要求， 确保在今年完成国家下达
的投资计划的90%以上，其中毛俊水库要
力争在今年11月主体工程开始大坝截流
施工。 要分解目标任务， 落实责任措施，
加强工程建设协调和生产调度， 强化考
核和责任追究， 掀起工程建设干快干好
的高潮。

会上， 各参建单位向项目法人递交了
质量终身责任制承诺书。

既要抓进度 又要保质量
重大水利工程要确保完成年度任务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周月桂） 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获悉，
中国－瑞士海关AEO互认将于9月1日起
实施， 双方经认证企业在办理海关业务时
可直接享受到对方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
中瑞AEO互认的实施，也将给我省高级认
证企业（AEO）带来更多“走出去”的便利
和竞争力。

AEO是Authorized� Economic� Op-
erator的简称，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按
照国际通行规则，海关对信用状况、守法
程度和安全管理良好的企业进行认证认
可， 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优惠通关便
利。AEO互认实施后，中瑞双方海关将同
时给予两国高级认证企业（AEO）5项便
利措施，包括减少货物查验、评估为安全
贸易伙伴、优先处置保证快速通关、指定

海关联络员、 贸易中断恢复时优先通关
等。 预计两国AEO企业出口到对方国家
的货物， 在海关平均查验比例和通关时
间将分别下降30％至50％， 可有效降低
企业贸易成本。

长沙海关介绍，截至7月31日，长沙
关区共有认证企业414家，其中高级认证
企业（AEO）46家。今年以来，我省对瑞士
进出口增长迅猛，上半年，湖南与瑞士进
出口额为 3.3亿元人民币 ， 同比增长
91.5%。长沙海关表示，为了让更多的湖
南本地企业享受到AEO的政策红利，将
加大政策宣讲力度， 开展企业认证重点
培育， 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成为高级认
证示范型企业， 不定期组织意向企业到
示范企业进行参观学习， 提高企业申请
成功率。

中国瑞士海关下月起实施AEO互认
部分湘企可享通关便利，降低贸易成本

省档案局助力湴田村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方强

“今天，我们将本月的党员活动日开在
村里的沟渠上，大家跟我一起将村里的引水
渠进行清淤， 一定要确保沟里今天能通上
水，大家开始！”8月10日，蓝山县南平街道办
事处井湾村党支部书记雷巧英一声令下，村
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拿起工具，跳
入齐膝深的沟里开始清淤。

连日来，受高温天气影响，流经井湾村
的沟渠水量大减。这个原本靠沟渠引水浇灌

的200多亩蔬菜眼看就要保不住了， 村民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解决村民的用水难
题，该村党支部书记雷巧英连夜召集党员大
会，决定将本月“党员活动日”开到沟渠上，
让广大党员帮忙疏通渠道，清理淤泥，大家
纷纷表示赞同。

8月10日一大早， 雷巧英带领全村党
员、组长、入党积极分子25人，自带工具，
早早就来到沟渠边集合。 有的人铲泥、有
的人推车，年纪大的负责后勤保障，大家
分工明确。

“三二一，走起”“过来两个人，帮我把这
块石头搬走……”一时间，沟渠里不断抛出
淤泥杂草，沟渠上人员穿梭不停。经过3个多
小时连续奋战，500多米长的水沟被全部清
理干净。

看着沟里的水也缓缓流动起来，村民李
亮飞说：“感谢村里的党员们，我们家的10多
亩蔬菜这下有救了！”

“这样的党员活动日还是第一次，今天
虽然有点累， 但为村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苦点累点，也值了。”党员李小兵说。

沟渠上的党员活动日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耀东 黄慧萍 潘芳）灌溉渠上，党员
干部昼夜守水、科学放水。干旱村里，党员服
务小分队带头找水、引水……连日来，双牌
县6000多名共产党员坚守在抗旱一线，带
领群众积极抗旱。

旱情发生后，双牌县委、县政府动员广大
党员立即行动起来， 带领群众科学抗旱保丰

收。 对全县29座水库和2000多口骨干山塘实
行统一调度，科学管水，计划供水，节约用水，
“一把锄头”放水。该县各职能部门、乡镇、村组
党员组成抗旱党员服务队， 对有地下水的地
方，带头寻找水源，打井找水。对有水源的地
方，进行引水、接水。该县尚仁里乡崔家村村后
山坡上种植的100多亩生姜，眼看就要干死，该
县人武部党员顶着烈日找水，从山下的水沟里

抽来灌溉水。同时，该县组织各级共产党员推
广浇水保苗、遮阴降温、苗木田间管理等抗旱
实用技术， 先后开办各种抗旱田间课堂40多
期，培训3000多人次。积极调拨玉米、大豆、荞
麦等各类旱粮作物种子，引导受灾群众改种。

在该县各级党员带动下，全县打井近百
口，免费架设引水管道6000多米，改制改种
2000多亩。

双牌抗旱一线党旗红

高温“炙烤”黄桃

战高温 抗干旱

8月11日晨，钢琴爱好者在张家界黄龙洞风景区田园生态广场演奏，悠扬美妙的琴曲
飘扬在青山掩映的稻田间、花海间，令人陶醉。 吴勇兵 摄

花海田间飘琴韵

直播溯源
产品畅销
8月10日， 资兴市八面山

瑶族乡大雁山村， 村民黄信
华在用手机直播土鸡的放养、
生长情况。 去年开始， 他通
过网络平台直播自己自然放
养的鸡、 鸭、 鹅的生长情况，
让客户可以直观地溯源生态
养殖， 放心购买禽类产品。
此举让他养殖的各类产品供
不应求。 肖晨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宋世秀 张云凤

“师傅，太辛苦你们了！”进入8月，“旱
魔”继续肆虐，当慈利县环卫所的洒水车为
象市镇放马村永红组的水池送来一车车水
时，村民心中充满了感激。

永红组的水池有200立方米，承担着20余户
120人的饮水，蓄水除了雨水外，常年依赖一个3
公里以外的山洞引水。由于持续晴热高温，山洞

里一股小手指粗的水几乎断流，村民饮水告急。
在象市镇龙坦坪村青龙组，镇党委书记

朱会云与几名镇干部将水抬至72岁的五保
老人柴珍梅家，倒满水缸。老人看着这场景，
像个小孩一样笑了。 龙坦坪村支书刘楚猛
说， 持续干旱让村里1000多亩玉米几乎绝
收，12口山塘已全部干涸。

放马村、龙坦坪村属喀斯特地貌，地表
存不住水。 群众吃水靠平时收集的雨水，一
到夏天就只能找地方挑水。 而近段时间，挑

水都已找不到水源。
“确保全镇每个群众都有水喝！”朱会云

介绍，为放马村、龙坦坪村一共运了60吨“救
命水”，节约着用能管四五天。

而在象市镇谢高村，情况好得多。村支
书谭振建说， 他们在2015年试着钻井取水，
打了一口180米深的深井， 解决了村里200
余户村民的饮水问题。今年7月初，眼看旱情
袭来，村里赶紧打了第二口井。如今，村民不
仅吃水完全不成问题，还能用水来浇菜。

“让每个群众都有水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