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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钢铁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86亿元
系1999年上市以来半年度最优业绩
湖南日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黄利飞 ）华菱

钢铁今日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报表，2017
年1至6月，钢材产量为757万吨，销量为757万
吨；实现净利润11.86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9.56亿元， 为公司自1999年
上市以来半年度的最优业绩。
公司方面表示，半年度业绩创新高，得益
于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有所复苏， 国家持续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钢铁行业经营形势好
转；加之公司持续构建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

化、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品种结构
调整和降本提质增效取得了积极进展。 其中
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 华菱涟钢利润大幅提
升， 汽车板公司自2016年12月扭亏以来实现
持续盈利，华菱钢管二季度实现扭亏为盈。
数据显示， 华菱钢铁上半年共完成各类
附加值较高的重点品种钢销量280万吨， 同
比增长22%。 同时新产品研发重点突破高强
钢中的冷轧汽车用钢、 弹簧钢、 冷轧高强集
装箱板等高盈利产品， 迅速实 现 批 量 化 生

“安米”向汽车板公司增资5989万元
增资完成后，华菱钢铁与安米各持有公司50%股权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黄 利 飞 ） 今
天，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安赛乐米塔尔（简称“安米”）拟单方面向华菱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
钢铁旗下控股子公司——
汽车板有限公司（简称“汽车板公司”）增资
5989万元， 此次增资事项已在华菱钢铁董事
会会议上审议通过。
目前汽车板公司股权结构为华菱钢铁持
股51%、安米持股49%。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菱

钢铁和安米各持有汽车板公司50%股权。
安米是华菱钢铁原第二大股东， 2016年
向第三方出售了其所持有公司 10.08%的股
权， 彻底从华菱钢铁退出。 这意味着， 安米
除了直接持有汽车板公司49%股权外， 不再
通过华菱钢铁间接持有汽车板公司权益。 考
虑到汽车板公司是安米在中国市场重要的战
略布局， 且便于汽车板公司后续发展能够从
安米内部得到必要的资源支持， 安米遂决定

蓝思科技上半年营收增长超53%
净利润增长25.87%，研发费用达8.55亿元
湖南日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黄利飞 ）蓝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2017年1至6月，公司营业收入86.6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5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7%。
蓝思科技表示，公司业绩实现稳步增长，
得益于随着客户新品开发加速推进， 公司协
同开发的多款新产品实现量产； 公司占主要
客户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产品产销量较上年

同期实现了较高增长。
随着下半年传统产销旺季到来， 各大品
牌的主力新机型加快发布。 为满足大客户下
半年订单需求， 蓝思科技抓紧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浏阳南园新生产基地的“消费电子产
品外观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目前，部分工厂
已经开始大批量生产后盖防护玻璃新产品，
尚未完工的工厂也在抓紧安装调试设备，争
取尽早实现生产。

岳阳市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平江县、岳阳县、临湘市等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员 姜 蔚 ）8月11日8时至12日8时， 岳阳市

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岳阳市防指决
定自8月12日14时起，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平江县、岳阳县、临湘市等
强降雨区域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为迎战强降雨，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忠雄赶赴平江县梅仙镇等汛情严
重的乡镇督战；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奔赴岳
阳县新墙河等强降雨地区指导防汛抗灾工作。
强降雨仍在持续。岳阳市防指要求各级各

有关部门，特别是平江县、岳阳县、汨罗市、临
湘市等强降雨区域，迅速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鉴于平江县、岳阳县汛情十分严峻，市防
指向市交通局、岳阳供电公司、市自来水公
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市电信公司、市
铁塔公司发出指令：迅速集合应急抢险队伍
和装备，根据灾区需要，迅速赶赴灾区，开展
应急抢险工作。 同时， 市防指向武警岳阳市
支队下达紧急指令：迅速调集10艘冲锋舟并
配备操作人员赶到平江县南江镇，支援平江

产； 产品成功应用于首都新机场、 亚投行总
部大厦、 中石化塔河油田项目等重点标志性
工程项目和中高端用户，“华菱制造” 优势不
断凸显。
另外，华菱钢铁炼铁高炉运行稳中向好，
生产取得长足进步。 公司坚持以高炉为中心，
落实精料方针，强化外围保障，两座大高炉中
修为公司后续进一步提升高炉利用系数、降
低高炉消耗、 控制铁水成本起到了重要支撑
作用。

增资。
华菱钢铁表示， 与安米在汽车板公司享
有相同的持股比例， 汽车板公司治理结构更
加完善， 有利于促进安米加大对汽车板公司
的资源投入， 有利于汽车板公司充分利用安
米在汽车板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 快速提
高技术、质量管理水平及市场占有率。
汽车板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系华菱钢
铁的控股子公司。 自2014年6月投产以来，汽
车板公司的汽车厂商客户认证、 技术转让及
品种开发等工作进展顺利。 数据显示，2017年
1至6月， 汽车板公司营业收入15.99亿元，净
利润1847.58万元。

2017年上半年， 饱满的生产使得蓝思科
技一线生产员工人数、 熟练员工人数保持在
较高水平；同时，公司已经在培训浏阳南园新
生产基地新员工， 虽然当期增加了一定的人
力成本， 但为下半年大客户的新产品投产储
备了人力资源， 有利于确保订单足额按期交
货。
值得一提的是， 向来注重研发的蓝思科
技，2017年上半年又在研发上加大了投入。 当
期研发费用达8.55亿元，较上年增长25.71%，
这一数据是当期净利润的2.75倍。 报告期内，
蓝思科技新获得专利授权136件，历年总计已
获得专利授权554件。

县抗洪抢险。
目前，汨罗江、新墙河水位快速上涨。 岳
阳市防指要求平江县、岳阳县、汨罗市、屈原
管理区迅速将洪水信息传达到沿江各乡镇，
并组织人员对沿江洲滩、河道进行全线排查，
通知洲滩内和沿岸临时建筑物内的人员迅
速转移。 同时，切实做好堤垸防汛工作，特别
是要加强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重点堤段
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迅速处理。
8月12日13时， 铁山水库水位达到91.89
米，每小时涨幅达0.1米。 为确保水库和下游
行洪安全，岳阳市防指指令铁山供水工程管
理局在库洪水位达到92.00米时，按照100立
方米/秒的流量进行泄洪，视水情逐步加大下
泄流量。

大学生比拼力学知识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冯慧）今天，为期2天的第十一届全国周

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赛事， 旨在促进
高等院校力学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增
进青年学生学习力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发现力学创新人才,
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识和思维
能力的舞台。竞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其
中个人赛采用闭卷笔试方式， 个人赛胜出
的优秀院校再组队参加团体赛。
2015年， 湖南大学荣获第十届全国周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理论设计与操作”团
体赛冠军，根据竞赛章程，取得了第十一届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命题资格及承
办
“
理论设计与操作”团体赛资格。 本次团体
赛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42所高校的代表队参赛。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理论设计与操作”团
体赛在湖南大学闭幕，清华大学荣获团体特
等奖，长沙理工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荣
获团体一等奖；武汉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荣获团体二等
奖；厦门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
院、河南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和北京理
工大学荣获团体三等奖；西南交通大学等27
所高校代表队荣获团体优秀奖。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是经教
育部批准， 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 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

全省优秀年轻干部
培养选拔工作推进会召开
王少峰强调，以战略谋划推动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开创新局面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孙 敏 坚 ）8
月11日，全省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
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
少峰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和老同志王柯敏、欧阳斌、葛洪
元、杨泰波、武吉海出席。
王少峰首先通报了全省优秀年轻干
部专题调研和培养选拔工作情况。他强调，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是事
关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 各
地各单位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强化政治
自觉和历史担当，压紧压实责任，创新思路
方法，遵循成才规律，拓宽优秀年轻干部来

源渠道，推进战略性谋划、常态化培养、合
理化配备、制度化建设。要围绕坚定理想信
念强化教育培训， 围绕增长才干加强实践
锻炼，破除论资排辈，大胆选拔任用优秀年
轻干部。坚持既从严监督约束，又加强关心
关爱，既抓好干部年轻化，又调动各年龄段
干部积极性， 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提供有力干部支撑。
据悉， 今年省委组织部创新思路和方
式，分两批组建21个调研组，分赴14个市州
和144个省直部门、高校、国企等单位，开展
了优秀年轻干部专题调研，取得明显效果。
会议讨论了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有
关文件。

一帮一精准扶贫助学

84名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助1168位贫困学子走进了大学校园。
为了让每一分善款都明明白白， 今年
的一帮一行动， 几百位爱心车友和湖南交
通频道的主持人、记者一起，顶着40摄氏
度的高温， 历时一个月时间， 行程数万公
里，通过逐个走访和严格审查，确定了84
位符合受助条件的贫困学子。 在今天的资
助现场，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们把第一年
每人5000元钱的爱心款存入学生账户，保
证善款足额、 透明地用于帮助贫困学子上
学。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金 慧 阳 瑜 ） 今
天上午， 一帮一精准扶贫助学大行动捐助
仪式在长沙举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
士和爱心企业，与84名刚考上大学的贫困
学子爱心结对， 每名学生获得每年5000
元、4年不低于2万元的爱心资助。
一帮一精准扶贫助学大行动是湖南
交通频道打造的一个公益品牌， 将我省扶
贫攻坚重点区域的贫困学子作为帮扶对
象，发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采取一对一帮
扶的形式。 自2012年开展以来，已先后帮

银杏林下好风光
荨
荨（上接1版①）
为此， 胡孝戌、 杨海辉三天两头登
门找龙根宝做工作。 终于， 龙根宝的思
想开始转变， 许多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
大力支持发展旅游。 龙根宝对记者说：
“这主要是我们慢慢得到了实惠。 不允许
打银杏果， 景区更美了， 游人更多了，
原先不值钱的山货卖得精光， 更何况掉
到地上的银杏果还归我们呢。”
前年， 龙根宝也开起了“旅途相遇
农家饭店”， 还主动投工投劳， 把“四季
花海” 提示牌建在了自家屋后的空地上。

龙根宝说： “饭店最多的一天有30多桌
客， 一般也有七八桌。” 龙根宝见生意好，
把屋旁的烂土砖房拆了， 正按照景区的统
一规划， 建设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的仿
古民居。
吃上“旅游饭”， 富了村民们。 该村
党支部副书记蒋志群说： “到目前， 通过
开办农家乐、 客栈、 旅游纪念品店等， 全
村户户参与旅游开发。 2016年， 全村接
待游客30多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00
余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从几年前的不到
2000元， 增加到2016年的7000元。”

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8 月 12 日 ， 救 援
人员在平江县南江镇
开展救援工作。
曾江如 摄

平江安全转移群众18000多人
县级领导奔赴一线救灾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黄 振 陈 再 兴 ）8月11日10时至12日11

时40分，平江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天气过程， 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站点4
个，超过100毫米的站点有13个。
为应对本次暴雨，平江县从8月10日起，
召开3次防汛紧急会商会。 今天，县委书记汪

涛、县长黄伟雄第一时间指挥调度并奔赴汛
情严重的南江镇、岑川镇等乡镇指导防汛抗
灾，县防指常务副指挥长、副县长徐教凡坐
镇指挥部指挥调度，其他所有县级领导赶赴
所联系乡镇一线指挥；所有乡镇取消双休日,
全体镇村干部坚守一线，转移人员，防汛抗
灾；县防指成员单位人员按要求到危险地段

值守；县防指派出消防、武警、武装民兵分队、
县防汛应急队等13个专业抢险队890余人，
奔赴岑川、余坪、板江、大洲、南江、上塔市、梅
仙等7个汛情最严重的乡镇开展抢险， 共出
动8艘冲锋舟、50多艘橡皮艇，车辆200余台。
岳阳市防指派出岳阳武警、岳阳楼区武装部
60余人携带7艘冲锋舟，驰援平江县南江、余
坪、大洲等乡镇。
截至今天19时，共计出动公安、武警、消
防、民兵预备役、镇村干部5000多人，安全转
移群众18000多人，解救被困群众1200多人。

荨
荨（上接1版②）
走进岳麓区学堂坡社区，“一站式”服
务大厅敞亮通透， 办事窗口一字排开，阅
览室、志愿者工作站、社区养老室等一应
俱全。 在社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有
专职人员和专业的养老机构服务社区老
人，老人们在这里可以下棋打牌、会友休
闲，学习切磋书画技艺，中午还为有需要
的老人提供午餐。 77岁的李建国爷爷说：
“在社区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过得开心多
了！ ”
一年多来,通过全面提质提档，长沙新
增社区办公服务用房6.6万平方米，115个
考核社区均设置了“一站式” 服务大厅；
“智慧社区” 建设逐步推广，“互联网+”与
服务管理的结合更加密切； 居民议事、小
区协商、业主协商、民主听证、民主评议等
协商形式和平台不断完善，112个社区实
现了“一社一警”，“微型消防站” 普遍建
立， 新增信息化门禁2693套、 监控设施
2418套，专兼职治安巡防队员和平安志愿
者人数达11659人。

抓党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岳阳县干群迎战强降雨
未造成人员伤亡
湖 南 日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徐 典 波 通
讯 员 甘 治 国 陈 勇 平 ）8月11日至12日，岳阳

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岳阳
县委、县政府闻讯而动，12日11时，县防指对
张谷英等5个乡镇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联点县级领导和干部分赴各受灾乡镇，开展
防汛抗灾。

截至12日14时，岳阳县东部山区累计降雨
均超过150毫米，最大降雨(30小时)为岳坊水库
站301毫米，张谷英站255毫米，全县有1座中型
水库（大坳水库）、35座小型水库开始溢洪。 位
于张谷英镇风水村兰陵片肖家洞的烟冲山塘
溢洪道旁边出现山体滑坡， 滑坡体堵住溢洪
道，导致洪水浸坝坝体出现溃口，洪水冲向下

游，造成1栋闲置房倒塌，3间偏房倒塌。
灾情就是命令，岳阳县委书记田文静迅
速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张谷英镇，组织相关部
门紧急会商，派出武警、公安、消防救援队下
到险情最严重地方，解救受困群众。 住建、电
力、移动、交通、公路等部门联动驰援，紧急对
烟冲山塘下游的700多村民进行紧急转移。
截至21时，岳阳县的山洪水已退，受灾集
镇自来水供应已基本恢复，电力部分恢复，未造
成人员伤亡。 张谷英镇受损严重的5个村、1.2万
人用电仍在抢修，防汛抗灾工作在有序进行中。

望城区雷锋路社区
以前被围墙分隔成了不
同院落， 院子内， 一排
排违章杂屋、 车库占去
了不少绿化面积， 小车
乱停现象也较为严重。
在提质提档改造过程中，
社区党员挺在最前面，
一方面带头拆违， 一方
面主动下到各个网格做
文明劝导工作。 短短2个
月时间， 违章建筑全部

被拆除并铺上了绿色草皮， 有的被划成停
车点； 机关围墙拆除后， 居民去公园健身
休闲再也不用绕道了。
在开展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过程
中，长沙市把加强社区党建贯穿始终，将之
作为强化基层治理的实事工程抓实抓细。
通过加强网格党小组建设、强化党员积分
管理、精心组织社区换届选举，选优配强了
社区党组织班子，多层次、开放型、区域化
党建平台进一步搭牢，社区党建全面提升。
芙蓉区的“东湖夜话”被评为全国典
型，岳麓区学堂坡社区党支部获评“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雨花区的“易家勋党
员关怀室”“红色梨园”，开福区的“邓学东
先锋工作室”“夕阳红护学岗”……一系列
有实效又有口碑的社区党建品牌如雨后春
笋破土而出。
“去年，115个现代化新型社区改造为
居民幸福家园；今年，又有222个社区纳入
提质提档范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社区面
貌发生蝶变，居民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展
望未来，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文浩信心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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