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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活后勤服务中心改制而成的湘钢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工资市场化， 绩效全浮
动”。

在湘钢商务服务公司总经理陈芳义的眼
里， 员工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发生了判若
云泥的变化。

“以前纯靠补贴过日子，慵懒散漫，工作
效率低。哪家水管破了、屋顶漏了，物业人员
是‘拖着办’‘懒得办’，得业主‘求着办’；现在
是‘马上办’‘提前办’，哪怕半夜接到报修电
话，也得半个小时内抵达现场。” 陈芳义自豪
地介绍，改制两年，湘钢生活后勤服务中心正
由“关门做服务”向“开门闯市场”转变，产业
红红火火： 文化发展项目从无到有， 今年前
10月销售收入突破700万元； 物业公司今年
创效20多万元；3所幼儿园扭亏为盈……尤
其可喜的是， 公司业务量中湘钢厂外的已占
到30%。

曾经每年要大笔补贴花钱的单位， 已能
自力更生， 创效盈利。 湘钢商务公司今年前
10月实现营收8041万元，实现利润257万元，
预计全年可盈利300万元。

对标挖潜， 与国内同行一流
指标看齐

“小雪”，寒风扑面，湘钢炼铁厂、炼钢厂，
却是热火朝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两个厂分别承担
两大主要工序：高炉炼铁，转炉炼钢。

高炉铁产量，决定钢产量；转炉铁消耗，
直接影响钢成本。

“今年1至10月，湘钢铁产量达633万吨，

去年605万吨，同比增长4.6%，但对标马鞍山
钢铁、南京钢铁、宁波钢铁等企业，差距还是
较大。” 湘钢财务部副部长马利春拿着主要
技术指标对标文件向记者说。

在这份对标文件上，国内各大钢企炼焦、
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各项技术指标的详细
参数与排名，一目了然。

2580立方米炼铁高炉的利用系数，参排
钢企数13家，河钢集团位居榜首，湘钢排名第
五；

80吨炼钢转炉的钢铁料消耗， 参排家数
29家，新兴铸管排名第一，湘钢排名第三……

湘钢， 生产经营对标行业先进企业是传
统做法。“寻找差距、改进提高、进而赶超。”马
利春说， 这几年湘钢构建了生产经营整套流
程的对标体系。

2014年起至今年5月，2号炼铁高炉长期
产量低、消耗高、指标落后，对标文件上以加
粗黑体字指出，“高炉技术指标在同类炉型中
靠后，与先进企业差距大”。

湘钢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马力强介绍，炼
铁以高炉为中心，2号高炉不稳定， 就像块大
石头“堵”在湘钢胸口，十分难受。

为将炼铁高炉生产潜能发挥到极致，5月
27日，以总经理曹志强为总指挥，湘钢打响2
号炼铁高炉中修战役。炉缸清理、炉内喷涂、
炉顶并罐改串罐……只用了8天，2号炼铁高
炉即送风复产， 而同行业同类高炉同类检修
需13天。

此一役，直接将湘钢的铁产量排名，由行
业倒数推至前列；钢产量亦水涨船高，今年湘
钢本部年产钢将接近900万吨，2013年仅685
万吨。

铁产量创新高， 但炼钢却要尽量减少铁
消耗。铁耗量越高，炼钢成本就越高。

降低铁耗一大方法就是炼钢炉多“吃”废
钢。奈何湘钢转炉“吃”废钢能力有限，吨钢铁
耗为920多公斤，一直居高不下。

5月5日，湘钢“降铁耗”攻关组一行来到
江西萍钢“取经”，其吨钢铁耗仅850公斤。走
近转炉一看，并没有什么秘诀，萍钢炼钢转炉
“吃”废钢的槽又宽又大，而且吃的废钢都是
经过打包压缩的。

同去的炼钢厂、宽厚板厂和五米板厂3个
厂长，当即电话打回湘钢，指导员工按萍钢办
法操作。 取经的人还没回到湘潭， 就收到喜
讯：吨钢铁耗降至878公斤。经过几个月调整
适应，目前湘钢吨钢铁耗已降至840公斤。

“废钢价格便宜，多‘吃’1吨废钢，可多赚
1000来元。目前，比去年同期多消耗了50万
吨废钢，创效超5亿元。”马力强说。

针尖削铁，全员挖潜“抠”金
自湘潭钢城大道进入湘钢， 远处一个约

百米高的圆柱形“大家伙”，惹人注目。这个
30万立方米煤气柜，源源不断地为湘钢超高
压余能发电输送“原动力”。

炼铁炼钢，会产生大量余热、余气、余压。
直接排放，既污染环境，又损失能源；利用其
发电，不仅节能减排，更能创效。

湘钢动力厂厂长阳建辉介绍， 湘钢这些
年陆续上马了多套发电机组， 自发电量逐年
提升。

2014年， 湘钢自发电24亿千瓦时；2015年
提升至29亿千瓦时；2016年升至31亿千瓦时；
今年自发电量预计可达33亿千瓦时。自发电在
全公司总用电量的比例，2014年为40%， 目前
达到85%！

“外购电成本0.78至0.8元/千瓦时，以此计
算，湘钢自发电今年可创效超过20亿元。”阳建
辉介绍， 湘钢正准备上第三套装机容量13.5万
千瓦的超高压发电机组， 可研性报告已递交华
菱总部，获批后即实施。

每年5月，湘钢都要举办公司文化节，“挖潜
创效@公开挑战赛”是必不可少的一场精彩戏。
在这个赛场，岗位职工唱主角，比的是哪个项目
创意好、创效成果大。

这两年大伙津津乐道的“明星创效项目”，
是“大包加盖”与“热装热送”。

“大包加盖”是在铁水变钢水、钢水铸钢板
两个工序，给炼钢精炼炉加上盖子。

“不加盖子，温度大量损失，后期需要重新
升温，耗能耗时；加上盖子后，每一炉钢减少电
耗550千瓦时，每月1500炉钢，可节约用电成本
约66万元。” 五米宽厚板厂生产主管王鹏飞
介绍。

钢板铸成，又大又厚，需要运至轧钢
加热炉，使之变成规定长度、厚度的板坯。
这个过程中，温度损失亦是越少越好，“热
装热送”就有了“用武之地”。

五米宽厚板厂，火热滚烫的钢板沿长
长的辊道呼啸而至，停在了“转盘保温罩”
下面。王鹏飞介绍，这个罩子表面看似平
淡无奇，里面加了保温石棉，能让钢板温
度不流失。

此举每年可创效上千万。

俯下身子，到处都能“抠”出金子。
为提升高压蒸汽利用效率，改造炼钢精炼

炉抽真空系统，每年创效1800万元左右；转炉
煤气从远距离输送，变为就近取用，每年节省
费用约1500万元……

为将降本增效各项举措落实到每个职工，
湘钢开展“献计献策”创新创效活动，发动全员
出点子、想办法。

五米宽厚板厂办公楼一楼大厅，张贴着今
年9月份挖潜增效“献计献策”项目嘉奖公示。
28个“金点子”，涉及工序、设备、操作等，提出
者获得50元到100元不等奖励。

年初，炼钢厂签下军令状，今年要完成吨
钢成本降15元的任务， 完成了绩效分加3分，1
分4万元，炼钢厂就能得到12万元的奖励；未完
成则相应扣3分并罚款。

降本增效，奖罚分明。
“炼钢厂超额完成降成本任务，今年二季

度开始，厂长、书记的工资每月增加了4000元，
中层管理人员、岗位职工收入都相应上浮。”湘
钢财务部副部长马利春介绍。

成本领先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周月桂）今年以来，长沙海关全面强化
固体废物进口监管， 深入开展“国门利剑
2017”联合专项行动和“蓝天”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洋垃圾”走私违法行为，共查获废布、
废矿渣4680余吨及废旧复印机1批； 监管退
运固体废物2批次，货物重量95.6吨。

据介绍，“洋垃圾”正式的叫法为“禁止进
口的固体废物”，或“未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
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包括废矿渣、废轮胎、

废电池、电子垃圾等工业废物以及旧服装、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和危险废物。今
年7月，我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从今年
底开始不再接收外来垃圾。

长沙海关切实加强现场查验和后续监
管，对固体废物实行“三个100%”的查验，今
年1至10月份， 共监管进口固体废物4256个
标箱；共刑事立案2起，行政立案1起，查获废
布、废矿渣4680余吨及废旧复印机1批；稽查
企业12家， 查获5家公司涉嫌倒卖固体废物

许可证走私固体废物，涉及进口固体废物总量
26963吨，涉及货值2.09亿元；监管退运固体废
物2批次，货物重量95.6吨。

家政服务
“比武”
11月22日， 选手在进行

插花技能比拼。当天，湖南省
第二届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
赛在湘潭拉开帷幕， 来自全
省的16支代表队、108名选手
参赛。 大赛旨在通过家政技
能比武， 激发家政服务从业
人员“学技能、提素质、展形
象、强行业”的热情，提高家政
职业水平和从业者综合素
质， 促进家政服务业向职业
化和规范化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邓志强 胡小康）近日，岳阳市云溪区召开
云溪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调度会， 要求在12
月30日前，把云溪河上游整治完成。据悉，云
溪河上游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将主要进行排污
口整治、截污、清淤和驳岸修复、垃圾清理及
水体修复等。

云溪河东起黄毛大山，西汇入松杨湖，全
长约12.2公里，流域面积16.6平方公里。根据
“岳阳市城区32处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分解计
划表”，云溪河流域范围内共有两处黑臭水体
被纳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
由于上游河道两岸居民较多， 沿河及河道散

布着生活垃圾，部分河道淤积、驳岸塌方。目
前居民区只有雨污合流管网， 且收集的雨污
水直排云溪河，无污水处理设施。

云溪区将多管齐下整治云溪河黑臭水体。
开展排污口整治行动， 对沿河生活污水排污
口，采取修建栏栅、检查井、收集管网等方式，将
污水收集后，输送至沿河设置的污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完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设施设备，沿河新建垃圾中转站2座，并设置移
动式垃圾箱，清除河底河岸生活垃圾。修筑拦
水坝，对重点地段黑臭水体采取复氧曝气和投
撒药剂等应急办法，并种植水生植物，设置生
态岛及进行清水补给等，修复水生态。

同时，云溪区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由区住建、
环保、农业、畜牧等部门及云溪镇工作人员成立
巡查督导组， 每周对云溪河开展1至2次巡查，并
建立巡查台账，对巡查反馈问题及时交办。建立
长效保洁机制，由云溪镇出台云溪河常态管理方
案，做到定人员、定标准，分段打桩立牌，配备保
洁员、巡查员，负责云溪河河面垃圾打捞和河岸
垃圾清理。还将广泛开展入户宣传活动，加强文
明劝导，逐步改变沿线居民乱投、乱丢习惯。

目前， 云溪河清淤工程已完成任务80%，
截污主管网设计在同步推进。力争在12月30日
前完成云溪河上游整治， 还老百姓一条水清、
岸绿的云溪河。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刘曼霖）近些天，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
生猪养殖户汤喜民在抓紧建设养殖粪污处理
设施。他说，处理设施建成后，不仅可以对养
殖废弃物实行雨污分流、 干湿分离等无害化
处理， 经过处理后的废弃物还可用做有机肥
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汤喜民的养殖场年出栏生猪1000多头，
以前养殖粪污直接排放，不仅影响周边空气，
也造成水体污染。今年，赫山区对畜禽养殖污
染问题进行整治， 没有污染处理设施的养殖
场被列入整治名单。为了达到整治标准，汤喜
民投入50万元， 按照生猪规模养殖场治污设
施建设标准，新建沼气池、厌氧发酵池、贮肥

池，并购置干湿分离机等，对养殖场进行升级
改造。

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赫山区在划定禁
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并建立畜禽养殖准入
机制的基础上， 加快对畜禽养殖场无害化处
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推动养殖绿色循环发
展，保护河湖生态环境。将农村饮水工程取水
口周边500米和资江、兰溪河、志溪河、新河
干流、鹿角湖、东湖及鱼形山水库“四河两湖

一库”沿岸200米范围内设为禁养区，1722个养
殖场已全部关停拆除。在限养、适养区，2000余
个规模养殖场升级改造全面启动， 首批122个
改造任务已完成， 余下的力争在2018年9月底
前完成。该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也在加
快建设，有机肥厂已建成1家。同时，推进水产
养殖污染治理，兰溪河2500亩养殖水面全面退
养，湖泊、水库等重点水域已做到禁止投肥投
饵。

长沙海关重拳打击洋垃圾
今年以来查获废布、废矿渣4680余吨，监管退运固体废物95.6吨

云溪区多管齐下
整治云溪河黑臭水体

让废物变肥料
赫山区对畜禽养殖场进行升级改造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孟姣燕）
21日，省旅发委组织召开全国旅游市场秩
序综合整治“秋冬会战”区域联合检查（湖
南片）动员会。按照国家旅游局部署，11月
21日至26日，江西、湖南、安徽三省组成联
合检查组，集中对我省长沙、湘潭、衡阳、郴
州4地的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情况进行
督查检查。

检查组将根据游客投诉、 价格监控、舆
情监测等线索，梳理整治重点，对游客投诉
集中、行业反映强烈、舆情曝光较多的企业
以及“春季行动”和“暑期整顿”发现问题较
多的企业、 已被列入不诚信名单的企业，特
别是出境旅行社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紧盯

“不合理低价游”、旅行社挂靠承包和强迫或
变相强迫游客消费等问题，重点规范出境游
市场特别是赴日、 赴泰及赴港澳台旅游；同
时， 对户外俱乐部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旅
行社涉嫌从事非法融资、销售多用途预付卡
以及在线旅游企业违法经营等新生问题，采
取多部门联合检查执法形式予以整治。

省旅发委表示，区域联合检查组要加大
检查整顿力度，严管重罚，严厉查处损害游
客利益和湖南旅游形象的典型案件，曝光一
批违规经营企业，吊销一批违法企业的经营
资质和违规从业经营者的资格，推动旅游企
业诚信经营， 推动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维护好“锦绣潇湘”旅游整体形象。

区域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赣湘皖联合检查组对长沙、湘潭、衡阳、郴州旅游市场
秩序综合整治进行督查检查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王曦）今
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视频会议，加快
部署在全省范围淘汰黄标车， 坚决打赢蓝
天交通安全保卫战。记者从会上获悉，从9
月1日至11月21日， 在交警部门的有力整
治下，全省已减少40283辆黄标车存量，还
剩48771辆需要处理。

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将采取过硬措施，
全力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 交警总队将在
11月25日前将存量黄标车全部导入缉查
布控系统。各市州启用所有执法站，联合环
保、 交通等部门及其他警种采取联合执法
的方式，严格检查，严格处理，并将不定期
开展专项活动整治黄标车。同时，对黄标车
严格实施限行，全天禁止其进入各市州、县
市区划定的限行区域， 全天禁止进入全省

高速公路。整治期间，对黄标车停止核发机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停止办理车辆相关业
务， 并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
定》， 对达到报废年限或连续三个检验周
期未检验的机动车，一律按要求强制报废。
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逾期不办理注
销登记的机动车，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公告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各地
车管所在办理业务时，要对黄标车一律执
行“限制转入、限制转出、限制过户、限制异
地检验”的四限规定。

此外，警方将对辖区存量黄标车全面开
展排查，一一列出清单，一一落实抄告，并在
12月10日前完成淘汰。同时，加强与环保部
门的对接，对可以“黄改绿”的车辆，进行技
术升级改造，使尾气排放达到国家现阶段排
放标准，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

湖南强力推进淘汰黄标车
全省还剩48771辆待处理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邓晶琎）
网购火车票更加方便了。 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12306网站今日发布，12306网站及
手机客户端将于23日上线运行微信支付
服务功能，届时旅客购买火车票时，可以选
择微信支付方式。

据介绍，持有微信支付账户的旅客，
在12306网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
时，可以在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付
款。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
ATM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微信扫
码支付。

12306官网和手机客户端推出新服务

今起网购火车票可微信支付

为打造经济强省出谋划策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禹向群）今天上午，“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与打造经济强省” 专题研讨会在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举行。

省内10名专家对湖南经济强省建设进
行深层次研讨， 从加快制造业向智能制造
转型发展、 开展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强省建
设、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补齐开放型经济
短板、 湖南引进海外人才的思路与对策等
不同角度，找问题，寻对策，提建议，出实招。

“智能制造投入大，一条生产线的投入
要几千万元，且回报周期长。按照《中国制
造2025》的要求，凭企业一家之力打造智
能制造体系，资金压力很大。”泰富重装集
团高级总裁游志远认为， 推动我省产业转
型升级与实体经济发展，在政策、环境、资
金上给予有力而到位的措施； 金融部门对

企业在发展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等方面的
投入应给予支持；省级产业发展基金也要
有力引导，发挥放大效应。

省中小微企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沈翔认为，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是我省构建驱动创新机制的关键，要允
许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创新引领
的改革工作中试错和容错。他建议，以“政
府引导、有效让利、市场化运营”的模式，
发起组建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领投基
金、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科技企业转贷基
金等一系列市场化基金，重点投资和服务
于初创型、成长期科技企业。

省先进电池材料联盟秘书长朱爱平
认为，高纯钪、铼合金、稀土金属等一些前
端材料，量小但起点高，发展后劲足，应予
以扶持；同时要出台积极政策，缓解我省
产业上下游互动协同能力弱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