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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运投集团一路乘风破浪，繁荣发
展，离不开好政策的引导支持，离不开湖南水
运人的不懈努力。 因为，远航的方向在心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水运投集团充分发挥
党委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将党建工作纳
入公司章程，列入绩效考核目标，坚持党建工
作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

强化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
题教育，突出抓好“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
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深化整改落实与立
规执纪”四项关键动作，虚心征求意见，扎实抓好
整改，班子团结务实、廉洁奉公、风清气正。

建立健全党委议事决策机制。 将党委会审
议作为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规范
了党委议事和决策程序，对涉及公司方向性、长
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把关决策，有
效发挥了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决策把关作用。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了党委参与公司
重大问题决策的有效机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
分工负责相结合，党委会、董事会集体研究“三重
一大”事项，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自觉接受
省政府派驻监事会的监督，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
益的重大问题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大象无形，大音稀声。 集团各级党组织通
过以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充分激活群团工作活
力。 各种形式活动的开展，指导和帮助员工理
解构建和谐企业的内涵，理解公司规划发展战
略的新思路、新要求和新举措，通过深入开展
“党员亮身份”、“创建文明窗口”、“岗位技能练
兵”等主题实践活动，不断强化党组织和党员

的作用发挥， 带动和激发全体职工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 公司连续获评“湖南省文明
单位”荣誉称号。

国企，“企”前有“国”，担当于先，责任在
肩。 在脱贫攻坚战中，在今年特大洪涝灾害期
间，湖南水运人不忘初心，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以实际行动践行时代担当。

金秋炽热的阳光照在一排排整齐的蓝色
太阳能发电板上，发出耀眼光芒。这个月底，祁
东县步云桥镇拔茅冲村光伏扶贫电站将并网
投入运行。

省水运投集团扶贫工作队自 2015 年 4
月进驻拔茅冲村以来，相继成立和发展了生猪
养殖合作社、金槐种植基地、庭院式家禽养殖
业等产业项目。

为鼓励贫困户自力更生、自主脱贫，2016
年扶贫工作队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通过为贫
困户提供禽舍建设资金，免费提供鸡苗、鸭苗，
帮其解决家禽销售渠道等有力措施，大力推广
庭院式家禽养殖业，该模式的成功推广，为贫
困户年增收达 4000 元以上，部分贫困户已顺
利脱贫。

几年来， 省水运投投入扶贫资金 400 多
万元，通组公路硬化项目、水利设施渠塘整治
项目、太阳能路灯亮化项目、饮水安全项目、村
庄清洁项目、下水道改造项目等产业扶贫工作
也进展顺利。拔茅冲村的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2015年到 2016年原西湾村与原新屋村
分别先后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省水运
投集团的扶贫工作得到了省委、 省政府的肯
定，2015年和 2016年连续两年在全省扶贫工

作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等级。
“肯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省水运投集

团时刻不忘肩负的扶贫责任，扎实有效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蒋鹏飞表示，今年是全省扶贫攻
坚工作的关键年、攻坚年，集团又增派了 2 名
扶贫工作队员驻村，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

今年特大洪涝灾害期间， 湘江水位不断上
涨，部分地区出现超历史最高水位特大洪水。

6 月 30 日、7 月 4 日，湘江二级航道二期
工程项目所在湘江河段迎来两轮洪峰，集团公
司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坚守工地，
通过科学调度指挥和采取有效得当的应急处
置措施，参建单位用责任和血性、主动和担当，
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十天九晚，确保了两轮洪峰
安全度汛，实现了人员零伤亡，确保了邻近一
线船闸安全和工程本身安全。

7月 7日 11时，随着株洲市地方海事局解
除船舶禁航通告，株洲枢纽船闸恢复正常通航。
至此，因汛情停航的湘江土谷塘、大源渡、株洲
航电枢纽三座船闸全部安全有序恢复通航。 在
当地海事部门解除船舶禁航通告后，土谷塘、大
源渡、株洲三个枢纽船闸所在分公司，全体人员
发扬连续作战、吃苦耐劳的精神，全员值守，24
小时不间断做好通航服务，确保滞留船舶安全、
快速过闸，受到过往船主高度赞扬。

“作为省属国有企业，在大灾面前必须主动
担当融入，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
行动落实‘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践行国企的
社会责任与担当。 ” 回忆起在湘江边与时间赛跑
的那一个个昼夜，蒋鹏飞总经理依然难掩心头的
那份激动。

“大手笔”构建通江达海新格局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砥砺前行谱新篇

李小华 朱运来

这个黄金周，满载 124 个标箱的“湘
远 6 号”轮驶离常德盐关码头，向岳阳松
阳湖码头前进。

今年 8 月底， 随着常德-岳阳-上海
“五定班轮”航线的正式开通，全程运输时
间不超过 10 天，较以往运营模式大大缩
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物流成本。 标志着
我省外贸进出口运输多了一条通江达海
的快捷物流通道。

借水生势，风生水起！ 湖南省水运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水运投集
团”）自 2013 年 10 月成立以来，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布局，以“全省水运
基础设施建设的担当者”为定位，以“建设
智慧水运”为使命，以全省水上重大基础
设施融资、 投资、 建设和管理为主体，以
“水运物流”和“物流金融”为两翼，形成
“一体两翼”的战略发展格局。主动融入长
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建设 ，全力打造
“一湖四水”高效水运通道，推动形成湖南
省内交通网与“一带一路”陆海大通道直
接连通的大格局，实现了湖南水运事业的
大跨越、大发展。同时，集团紧扣主业拓展
经营，实现了国有资产快速增值，创造了
“功能性”和“效益性”双赢新模式，为湖南
水运事业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4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匆匆一
瞬。 湖南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却在短
短的几年时间里， 成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
运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建设、运营模式，完成
建设投资 41 亿元，争取中央资金 14.1 亿元，
引进外资 1.5 亿美元， 资产从 2013 年底的
31.9亿元，到 2016 年底增加到 72.8 亿元，营
业收入从 1.8亿元增加到 5.02亿元， 利润从
3599万元增加到 6732万元。

湖南以三湘四水而得名， 境内水资源十
分丰富，湘资沅澧四水汇洞庭、入长江，形成
了一个南通珠三角、内进大西南、外达江海的
天然水运网，发展水运的区位优势明显。

湖南水运建设投资集团主要承担全省重
大水上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重
点投资建设国家和湖南省规划的干线航道网
项目，开展水运物流和物流金融等业务。作为
全省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省水运投率先在全省推行水运重点工程施工
标准化管理， 多次荣获省重点建设项目目标
管理优胜单位荣誉称号。

这是一组来之不易的数据：2014 年完成
建设投资 12.3 亿元，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
12亿元年度投资目标，同比上年增长 100%，
上网电量 5.62亿度，总收入 2.0亿元，实现年
利润 4249万元。 船闸过闸核载吨位 2188万
吨。

2015 年完成水运建设投资 14 亿元，超
额完成 12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上网电量 5.5
亿度， 总收入 4亿元， 实现利润 6120 万元。
船闸过闸吨位 2022万吨。

2016 年完成建设投资 15.7 亿元， 超额
完成 14.68 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上网电量 8
亿度， 总收入 5.02 亿元， 利润总额 6732 万
元。 船闸过闸吨位 3044万吨。

水运复兴，航道先行。河流要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水运优势， 就需要在航道建设上下功
夫。

2016 年，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全面建成
投产， 彻底改善湘江近尾洲枢纽至大源渡枢
纽之间的碍航河段， 将湘江高等级航道向衡
阳以上延伸 133公里，助力湘江中、上游地区

的经济发展， 使城陵矶至近尾洲 502 公里航
道达到 1000吨级。

2015年， 湘江 2000吨级航道建设一期
工程（株洲至城陵矶）建成投用，株洲以下航
道等级由三级提高到二级， 形成一条长 281
公里的高等级航道，有效覆盖株洲、湘潭、长
沙、岳阳等工业发达的城市，为其提供一条通
江达海的黄金运输大动脉。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 沅水浦市至常
德航道建设工程、洞庭湖区澧县、安乡至茅草
街航道建设工程、 长沙港铜官港区一期工程
相继开工建设； 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改
扩建工程、 铜官港水运物流园工程争取年内
开工建设。 目前，全省 1000吨航道级已达到
700 公里， 全省 500 吨航道级达到 1075 公
里。

自 2014年 7月 1日，正式接管株洲航电
枢纽船闸通航调度工作以来， 株洲船闸的通
航调度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成为来往船员
满意的文明示范船闸……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随着一批支撑能力
强、带动作用大的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基
本形成以洞庭湖为中心、 以湘江沅水澧水资
水下游高等级航道为骨架、 岳阳港长沙港为
主枢纽的内河水运体系。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蒋鹏飞坦言， 激越的
“水运”歌已在湖湘大地奏响。

省水运投集团所建的航电枢纽自投产以
来，一直以“绿色环保”为运行理念，以“安全
畅通”为服务理念，电站经济高效运行，船闸
安全畅通，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没有
出现一次堵船、压船现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显著。

在与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方式的
较量中，水运以其节能、环保、生态的特殊优
势，在综合交通运输的地位逐步显现。

截至 2017年 9月底，大源渡航电枢纽累
计发电 95.14 亿千瓦时， 土谷塘航电枢纽累
计发电 5.3 亿千瓦时。 大源渡过闸船数 28.2
万艘、过闸吨位 1.20 亿吨；土谷塘过闸船数
2.64 艘、过闸吨位 1580 万吨；株洲过闸船数
20.4万艘、过闸吨位 1.32亿吨。

投资“大手笔” 升级航道网

948公里湘江，奔腾北去。
“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里，炊烟万

户。 ”史载，春秋战国时期，湘人先辈便通过水
路交流物资，发展经济。

千里湘江水，千里黄金路。 金秋的湘江之
上，宽阔壮美，满载货船往来如织。

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是省水运
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作为我省最大的国有内
河航运企业， 是省内集装箱支线运输的开创
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建立了湖南省第一支外
贸集装箱支线运输船队，并连续开发五代适合
“湘江 - 长江”运输的集装箱船舶，引领湘江
船型建设，目前公司拥有省内最大的集装箱内
支线船舶湘水运 19号， 舱位 464TEU， 载重
7500吨。

近年来，省水运投集团不仅开通了“衡阳
- 长沙 - 上海”的集装箱内支线，还开辟了衡
阳松木港至越南国际水上航线，着力将衡阳松
木港建成湖南重要港口和大湘南地区水、 公、
铁货物运输集散中心。

其主导建设的长沙电子口岸，实现电子口
岸“单一窗口”系统端口的对接，实现网上订
舱，推动集装箱业务由运输服务转向全程物流
服务。2016年完成重箱箱量 68204TEU，同比
上年增长 5.31%；实现营业收入 2.05 亿元，同
比上年增长 5%； 实现利润总额 852.27 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 13.64%， 在长沙港和岳阳城陵
矶新港分别占到港口吞吐量的 42%和 46%，

对促进湖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省内各港口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路通则全局通，港口活则全盘活。
一个个港口犹如散落在湖南水运线上的

一颗颗明珠，一条条航道如同交织在水网上的
一根根纽带，串起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带动了运输、船舶修造、临港制造业、临港物流
等产业的大集聚。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立足
大发展，创新思维创新模式，乘风破浪，奋发作
为，构建“港产园城”优质产业布局，搭建中部
省份区域综合物流共享信息平台，全力打造现
代水运物流产业链。

巨大的岸吊、龙门吊林立江岸，各色集装
箱堆积如山，运输车辆往来穿梭，货轮满载着
似小山一样的集装箱，正缓缓驶离港口……

初秋的长沙港铜官港区一期工程建设工
地上，满眼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 蒋鹏飞对铜
官港区未来的描述，或将在两年后成为现实。

长沙港铜官港区是“十三五”时期长沙规
划的重要港区之一，位于湘江右岸的铜官循环
经济工业园，码头前沿面临湘江主航道。 由湖
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投资建设，其中一期规
划控制用地面积约 462 亩，拟投资 5.57 亿元，
将建设 2 个 2000 吨级（兼顾 3000 吨）泊位，
设计年吞吐量为 60万吨， 并配套建设相应的
仓库、堆场、道路和生产生活辅助设施，打造综
合性配套水运物流园区。

“依托低碳环保、高效安全的内河水运，拓
展物流产业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环湖沿江临港
产业的优化布局、互动融合、转型升级，是建设
湖南现代化水运体系的核心要义。 ”蒋鹏飞介
绍， 航道网升级改造业务总有一天会做完，省
水运投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要统筹好水资
源、用好水平台、做大水文章，以航道建设为契
机，推进全省水上服务区建设，配套 LNG水上
加注站，并与中石油合作经营水上加油加气业
务。 优化调整生产力布局，推进“港产园城”融
合发展，探索港口盈利模式，打造发展“新引
擎”。

货物流通需要畅通、 便捷的交通运输网
络，更离不开信息的精准。新常态下，省水运投
集团为转型发展提前布局， 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投资建设了中部省份区域综合交通物流共
享信息平台。

“我们通过平台收集、共享航运大数据，并
对大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精准的需求导向，将
数据转化为生产力。”蒋鹏飞介绍，湖南综合交
通物流信息平台建成后，将整合公路、铁路、水
路、航空、邮政物流信息，对接国家交通信息物
流平台，打造交通物流增值服务产业链。

秋风送爽，叠翠流金。 历经多年的航运开
发和港口物流园区建设，构建现代水运物流体
系等一系列举措，让那些日夜兼程、为湖南水
运建设发展辛勤付出的开拓者们坚信， 扬帆
就能远航。

立足大发展 联动“港产园城”

不忘初心 强化责任担当

省水运投集团大源渡航电枢纽全景。湘江 2000 吨航道一期疏浚船在水下作业。

省水运投集团株洲枢纽一线船闸全景。

湘江土谷塘航电枢纽全面建成投产。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蒋鹏飞（左二）在湘江二级航道二
期大源渡二线船闸建设工地现场调度指挥抗洪抢险。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