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振华

省经信委为产业合作对接牵线搭桥，
如果只是一年两年这样做， 组织十场二十
场活动，这也许并不难；而能够10年坚持下
来，组织活动多达126场，实属不易。

更难得的是，省经信委组织这些活动，
不追求做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 而是十分
注重实效。为组织好每场活动，相关处室提
前几个月准备。“功课”做得足，效果自然事
半功倍。10年来，共促成560多个项目签约，
达成合作项目及意向3000多个，涉及投资、
产销金额4000多亿元。这，能为企业降低多
少运行成本啊！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 来配置资源， 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行
为，并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去多“操心”。但
企业要充分获取市场信息， 成功实现产销

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却需要政府主管部门
施以援手。可以说，面对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市场主体， 政府主管部门并非无所作
为，相反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如制订产业发
展规划， 出台产业政策， 引导行业做大做
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营商环境，
组织企业合作对接，等等，这一切也只有政
府主管部门才有能力做到。特别在企业“爬
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当下，更需政府部门
这只“有形的手”发挥作用，多给企业“雪中
送炭”。

目前正大力推行的“放管服”改革，目
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发
展新动能， 这可以说是一篇没有结尾的文
章。简政放权，越往后“简”与“放”的空间会
越来越小、难度会越来越大；而优化服务，
则永无止境。只要聚焦企业“痛点”不断做
好服务，就能不断激发其活力与创新能力。

荨荨（上接1版）
乐当企业“红娘”， 产销对接成果丰

硕。2016年湖南省卫星应用产业对接会，
长沙中电软件园与20余家卫星企业达成
协议，入驻园区，涉及总投资约11亿元；今
年3月举办的第四届医疗器械院企对接
会， 引来500多家医疗机构、300多家经销
商和27家金融机构参会洽谈对接，达成购
销协议20余份，意向资金1.8亿元……

据统计，10年来， 省经信委累计牵头
开展产业合作对接活动126场次，促成560
多个项目签约， 达成合作项目及意向近
3000余个，涉及投资、产销金额超过4000
亿元。

补链、强链、延链，当好产业“向导”
“这次受益颇多，希望这样的产业合

作对接活动能长期办下去。”说起今年5月
举办的硬质合金产业高峰论坛暨产需合
作对接会，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康德十分高兴。

这场产需合作对接会现场签订17份
合作协议， 其中株硬集团就获得8份。3个
多月过去了，活动效应持续放大。

近日，株硬集团旗下株洲钻石钻掘工
具有限公司与一家“中”字头大型央企签
订了一笔总价值近2000万元的供货合同，
创下该公司合同单笔总额最高纪录；株硬
集团大制品合金事业部与国内数家大型
钢铁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其中一家大
型钢企今年相关采购订单大部分花落株
硬……一场产需对接活动，为我省硬质合
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产业合作
对接活动已从最初的单一产销对接，向产
业配套、要素对接、产学研用合作、企业布
局等层面扩展。不仅要当产销对接的“红
娘”， 更要当产业发展的“向导”，“如，省
委、省政府确定以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为
抓手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后， 我们围绕补
链、强链、延链开展专题对接，有力地提升
了产业整体竞争能力。”

放大优势， 做强电池材料产业。2015
年，省经信委组织省内一批电池材料企业
前往深圳对接。去年9月，沃特玛电池有限
公司落户宁乡，计划投资24亿元上马新项
目，并把原有配套的五六家核心零部件企
业一并带来。

抓住机遇， 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
2016年初，省经信委组织举办新能源汽车
产业对接会，部门、专家与企业共商产业
发展之路， 并出台新能源汽车奖补新政。
各种利好催生产业新动力，今年4月，吉利
汽车湘潭公司新能源SUV项目竣工投产；
5月落成的北汽株洲二工厂要打造新能源
汽车生产基地……我省新能源汽车产量
去年增至4.2万辆，占全国新能源汽车总产
量的8%。

办出实效，当好贴心“保姆”
7月14日， 在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61个产学研项
目集中签约，投资额达13.2亿元，涵盖全省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中的18个产业
链。

“对接会只有半天，但前期准备用了4
个多月。”省经信委科技处工作人员介绍，
从今年3月开始就与全省高等院校、 科研
院所以及上百家相关企业联系沟通，征集
科研成果、产业项目，经过4轮双向反馈，
最终在对接会上发布了116家企业的140
个产业项目和22所高校、 科研院所的156
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让其“自由恋爱”。

这几年，省经信委每年组织的产业合
作对接活动都在20场以上，每一场对接活
动都是“量身定制”。

省经信委装备工业处处长马天毅介
绍，通过专题调研、走访企业、收集市县经
信部门意见等方式，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有
针对性地提出全年产业对接活动计划，再
根据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确定每场对接活
动的重点和主题。

有的对接活动直接放到企业现场、产
业园区。如“百家零部件企业走进重点整车
企业”“娄底汽车板及零部件”等对接活动，
零部件企业先后走进众泰、吉利、北汽等整
车企业，整车汽车走进华菱汽车板等配套
企业，产需双方、上下游企业之间增加互
信，强化产业配套合作。

每一场对接活动都有“干货”，让参与
企业“满载而归”。

“曾经有第三方企业想花10万元买下
这本书的版权，被我们拒绝了，这都是免费
发放给企业的。”省经信委运行监测协调处
处长毛六平指着书架上一本《湖南省电子
信息制造业骨干企业概况》对记者说。这本
书收集了全省3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园
区的详细信息、业务范围、配套需求等内
容。一位企业负责人拿到这本书后，对省经
信委工作人员说，以前采购要跑到浙江那
边，现在只需10公里就能找到配套企业。

企业参与活动免费，省经信委花小钱
办大事。省财政每年为产业合作对接活动
安排专项资金280万元， 一年20多场对接
活动折算下来， 一场的成本仅10多万元。
如果由企业自己组织，远不止这个成本。

活动落下帷幕，对接仍在深入。省经信
委会及时了解合作进展，帮助协调解决合
作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2013年，省经
信委组织在深圳举办湘产名特优产品产需
对接会，随后开设了湖南省名优特产品深
圳展销中心。这几年，省经信委持续为该展
销中心筛选、推荐湘企湘品入驻。如今，展
销中心的销售额已由最初的一两千万元跃
升至上亿元，并将经营模式复制到了广州、
南宁等地，大力推进“湘品出湘”。

十年对接路 拳拳产业心

!"#$%& '()*+, !"#$ -'./012 ##%
3-,456789:;<='./0>?@ABCD;AE
2F;AGHFIJK:@LMNOPQR@STU

VWXYZ2FL[\]^_Y`ab+\cdefg
h>?\ij'.klmn\opq !"&$ - &% r &s! t\
u'./0vw &&% 3-2Fxyz{|}~\�vwYZ
2Fx������2�;������;������;�
������z{| ������ 

&'����¡&" r & t�¢ $()%£*()%¤
!'¥¦2�\��2§ ¡̈#%r !t¢© +()%£#%(%%¤
)'2Fxy$�¡#% r ! t¢© #%(%%£##()%¤
,'ª«xyz{¡#% r ! t�©¤
¬�®¯$2F`°±2\�²³´\µ¶·¸\¹

º»¼U K:½¾¿À9:<='./0>?@CDÁÂ
ÃÄÅÆ\ÇÈÉ�Ê

2Fxyz{ËÌÍÎÏÐ
Ñ5ÒÓ

!"#$ !!" %&'()*+,-./
#"!$ & % 0 & 1

!"#$%& !!"'(&)*+,-./

)234!ÔÕÖ'.×ØÙÚÛÜÝÞmß
)567 !%$)-s--!)!)). ! ! 689: !/0123345&-)'678!!!!
; 4!922:(;;<<<'2334'678'6=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09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尹外平）郴州市运用“互联网+”监督民生
项目资金“来龙去脉”，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
用。 9月6日，该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今年来，
该市完成了民生项目表、 资金来源表及去向
表的填写与信息化处理， 将这些表格以及上
半年全市163个乡镇（街道）村级财务收支信
息，放到了市里建设的“互联网+监督”平台，
并将这些数据导入了省里相关平台。 该县这
项工作进度在全省居前列。

今年4月初，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开展“互联网+监督”工作。 郴州市

依托电子政务外网，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手段，建设集公开、监督、问责及分析、
决策于一体，具备网上公开、信息查询、投诉
举报等功能的监督平台， 逐步对民生项目资
金、乡镇党务政务、村级事务财务等进行网上
公开，让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可在网上进
行全方位监督。

郴州市“互联网+监督”平台包括前台和后
台。 前台主要功能是将民生等信息进行公示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并接受网上在线投诉等。 群
众可通过终端查询机以及手机APP、 微信扫描
二维码等方式进行查询。 后台数据库与相关部

门专用数据实行对接传输，实现数据实时更新。
同时， 配置了大数据分析、 智能比对碰撞等功
能，发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可供纪检等部
门核实处理。 该平台可有效让有关部门和广大
民众了解“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干了什么
事、效果怎么样、有没有问题”。

目前， 郴州市建设的“互联网+监督”平
台，重点开展了整理民生项目目录、村级财务
信息导入上报等工作。 涉及31个市直部门和
348个县直部门的民生项目， 以及涉及163个
乡镇（街道）2417个村（社区）的村级财务信
息，均纳入了“互联网+监督”，实现了全覆盖。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邓星照）“以前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脚泥，大热天也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
现在终于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日前，邵
东县魏家桥镇长冲口村一家粘土砖厂被依法
拆除，周边群众拍手称快。

今年4月以来，邵东县共接到中央环保督
察组转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49件。 面对严峻
的环境问题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需
求， 该县在挥动铁拳打响环境污染整治攻坚
战的同时，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环保发
展，“疏堵”结合力保水碧天蓝。

对邻县双峰县群众反映界岭镇、 团山镇矿

涌水污染问题，邵东县委书记沈志定、县长周玉
凡到界岭召开现场办公会，决定在界岭镇、团山
镇分别建设2个1万立方米、2个6000立方米沉淀
池。目前，沉淀池已全部完工投用。同时，对水污
染、大气污染企业，以及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和
生态环境破坏的粘土实心砖厂， 邵东组织专项
行动，逐一排查整治。 禁养区内130个畜禽养殖
场也全部完成退养，并关停小造纸厂、炼焦厂、小
电镀厂等污染企业165家， 关停采石场37家，拆
除非法粘土砖厂16家。 此外，先后3次对各部门、
乡镇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环
保工作不力的5个部门的11位责任人被问责。

一边“堵”，一边“疏”。 邵东县在五金行业

39家小电镀企业关闭后， 建成了目前国内环
境最好的电镀中心之一和天电镀中心， 投资
1200万元建设了污水处理站， 日处理电镀污
水能力达800吨。 对规模小、污染大的包装印
刷、塑料制品行业，组织24家企业抱团开发建
设黑田铺印刷工业园， 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
厂房，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实现环保达标排
放，工业园成为全县产业转型升级新名片。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胡颖莹） 今天上午， 永州市召开人才工作会
议， 东安县一中教研组组长龙小波等43位优
秀人才受到表彰。

为表彰一批为永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 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优秀人才， 永
州市委、 市政府决定授予龙小波等11人“永

州市第一届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称号，
授予王一冰等12人“永州市第一届文化艺术
名家” 称号， 授予王中燕等9人“永州市第
一届优秀企业家” 称号， 授予周明等11人
“永州市第一届青年英才” 称号。

近年来， 永州市委、 市政府认真落实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步。

今年上半年， 永州市委组建引才小分队， 赴
北京、 武汉、 长沙等30余所高校宣传永州引
才政策， 共引进博士、 硕士227名。 在今年
湖湘青年英才评选中， 永州有2人获评“湖
湘青年创业人才”， 实现历史性突破。

永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
表示，该市计划用5年时间，培养集聚一支能
基本满足发展需求的高素质高层次专业人才
队伍，将进一步加大青年人才创业培训力度，
健全完善基层人才培养机制。

常德开展
“助教日”活动

获爱心企业和个人
捐款559.38万元

湖南日报9月7日讯(李寒露 李健均)9
月7日，为迎接第33个教师节，常德市召开
大会表彰教育战线先进典型。 同时，举行
该市第16个“9·8”助教日活动，现场收到
34家爱心企业及个人捐款559.38万元。

近年来， 常德市委、 市政府坚持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 千方百计
加大教育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 从2002
年起， 该市还将每年9月8日定为助教日，
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15年来共筹集
资金近6000万元， 资助学生8万多人。

今年助教日活动中， 大湖股份祖亮
慈善基金会现场捐款100万元， 深圳常德
商会捐款73.33万元。 还有湖南教育出版
社等企业和个人捐了款。 这些捐款将全
部进入常德市教育捐赠专户， 定向用于
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贫困学生帮扶以及
特困教师救助等。

疏堵结合保水碧天蓝

� � � � 9月6日凌晨，桂东县普乐镇堡下村地段，黄嘴白鹭成群向南飞。 秋意渐浓，又到了候鸟南飞的
季节。 我国内陆候鸟迁徙的第二大“千年鸟道”———桂东县迎来候鸟集结高峰，数以万计的候鸟在
此停留补充食物。 邓仁湘 摄

白露降 白鹭飞

永州43名优秀人才受到表彰

“一延、二建、三打、四改”
芷江巧解农村饮水难题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祁春华 龚
卫国）今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镇两户村村民杨建国高
兴地说，家里接通自来水后，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用上
了洗衣机，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近年来， 芷江把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作为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在把好水源可靠性、安全性关口的基础
上，采取“一延、二建、三打、四改”的方式，全力破解农村饮
水难题。“一延”，即由县水厂、乡镇水厂向周边村延伸供水；

“二建”，即在乡镇与人口密集的地方，新建联村集中供水工
程；“三打”，即在边远、分散的村庄农户家门前，打小型深水
井；“四改”，即对供水规模小、水质不达标的16个乡镇老水
厂进行改造扩容，提高供水能力，扩大供水范围。

为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得好、长受益，该县坚持建
管并重。对于以村组为单位的小型工程，通过民主协商成
立用水户协会，实行自主管理；对于以乡镇为单位的较大
的集中供水工程， 则由各乡镇水管站实行统一管理。 同
时，加大水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质监测工作力度。该县
已投入2亿多元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200多处，让22万
余名农村群众喝上了自来水。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7日

第 20172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42 1040 35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16 173 175768

7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9月7日 第201710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8586489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9
二等奖 25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4 5091000
9 1298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050
164897
2109753
14309512

239
5965
75151
515921

3000
200
10
5

0706 12 25 2607

■短评 优化服务无止境

“天眼”紧盯民生资金郴州

邵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