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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冒蕞）
今天上午，省政府与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会谈，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商务部部长钟山
出席并代表双方签署了省部合作协议。

副省长何报翔，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会谈中， 许达哲介绍了湖南相关工作
情况。他说，当前，湖南正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全面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打造开放强
省、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对外开放各
项工作不断向前迈进。 在商务部等国家部
委大力支持下， 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
出良好态势，开放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希
望商务部一如既往给予关心支持， 继续推
动更多重要平台、重大政策、重点工作试点
在湖南落地。湖南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 并以此次合作为契机， 落实合作协
议，加强省部联动，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 在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商务事业中实现
更大作为。

钟山说，湖南历来高度重视商务工作，
近年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新发展理
念，在推动改革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等方面成效卓著， 为国家开放事业作出了
应有贡献。商务部将落实好合作协议，强化
部省沟通协作，在政策、项目等方面进一步
加大支持力度， 继续为湖南提升开放发展
水平提供优质服务。

根据协议， 我省同商务部将充分利用
各自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继续加强合作，
共同深化促进商务事业发展的合作机制。
商务部将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试点经验、因地制宜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开
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开展汽车平行
进口试点、参与多双边合作、开展商贸物流
标准化、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举办中国食品
餐饮博览会、 脱贫攻坚工作等方面给予湖
南积极支持。

协议还明确了省部间协调机制， 将成
立合作机制领导小组，并建立定期会晤、专
题会商等相关制度。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12月上旬，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湖南第100家A股上
市公司。

作为全球电子电路板百强企业， 奥士康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可以量产超大尺寸印制
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PCB）
的公司，其产品以“质量更好、供货更快、价格
更便宜”的优势，广受全球客商青睐。

从双面板切入到进军高精密板———
产品研发“快人一步”

打开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
能看见一块“爬满”金属线、金属孔的电路板，
它们大小不同、颜色各异，但功能基本一样：
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 电子元器件之间电气
连接的载体。

仲冬时节， 记者驱车赶赴益阳长春经济
开发区， 来到湖南最大的 PCB板生产企
业———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行政
总监周光华拿着一块通信电路板告诉记者，

有了这个“母板”，通信设备才有可能正常开
关机，正常显示图像、发出声音等，几乎所有
的电子设备都离不开PCB板，它被称为“电子
产品之母”。 荩荩（下转4版①）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⑦

领先一步 风光无限

� � � � 起步即做双面板，及时布局多层板，如今发力高精
密板，奥士康在电子信息产业印制电路板制造领域———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武树一）“湖南广电集团合作的外国
机构、明星非常多，经常涉及到国际税收的
代扣代缴问题， 多亏开福区国税局的指导，
使我们降低了税收违法风险。”12月14日，湖
南广电集团财务部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
对开福区国税局给予高度评价， 类似的评

价也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芒果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等单位。 开福区国税局强化国
际税收管理成效显著，前10月全区企业国
际税收入库达2亿多元，在全省名列前茅。

国际税收是指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
得或财产进行征税。

荩荩（下转4版②）

�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雄 李爱民） 湖南高速建设史上
跨市区最多的高速项目———益娄高速将
于12月底建成通车。记者今日从益娄高速
公司获悉，该高速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通
车后娄底、益阳两地可高速公路直达，车程
从2.5小时缩至1小时左右。

益娄高速北起益阳桃江县新屋冲，与
益阳绕城高速相接； 南至娄底市双峰县檀
树冲 ， 与潭邵高速相接 。 全线总里程
105.92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记者今日提前驱车行驶益娄高速，见
到施工人员正推着一台划线机对崭新的
沥青路面进行标识标线划线。 道路的波
形防护栏、防眩板、隆声带等安全工程均
已完工。

益娄高速公司经理唐前松介绍， 益娄
高速跨越益阳、长沙、湘潭、娄底4市8个县
区， 是湖南高速建设史上跨市区最多的高

速项目；有6处跨铁路（4处跨洛湛铁路，2
处跨沪昆高铁），3处跨高速公路（益阳绕
城、长韶娄、潭邵），是湖南跨铁路、跨高速
施工频率最高的高速项目；全线共设11个
互通，是湖南高速互通最多的单条高速。

由于施工组织和安全管理难度极大，
益娄高速在我省率先采用钢混组合梁跨
线施工，比传统施工方式更安全、快捷、
经济，加快了施工进度，减少了施工对交通
的影响。

益娄高速月底建成通车后， 可极大减
轻长益高速的交通压力。 高速部门提醒车
主， 在即将到来的明年元旦小长假及春运
期间，从衡阳、湘潭等地往湘西北方向的车
辆可避开车流较多的长益高速， 选择益娄
高速前往益阳、常德、张家界等方向。

今年前11月，全省高速公路在建15条
（段）共764公里。按计划，月底还将有张桑、
武靖、炎汝高速剩余段等项目建成通车。

益娄高速月底通车
全线总里程105.928公里；娄底益阳可高速公路直达，

车程从2.5小时缩至1小时左右� � � � 12月17日，远眺新宁县 山镇七星桥村洞新高速公路，犹如穿行在云端，群峰、民居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郑国华 兰建芳 摄影报道

省政府同商务部
签署省部合作协议

许达哲钟山代表双方签约

开福国税前10月企业国际税收入库达2亿多元

国际税收位列全省前茅

� � � � 12月12日，
益阳长春工业
园，奥士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在工
作中。

湖南日报
记者 唐俊 摄

�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贺威 ）
今天下午，2018年湖南省海内外专家迎新
春联谊会在长沙举行，200多位在湘工作
的海内外专家及其家属代表欢聚一堂，共
迎新年。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并致辞，强调
在新时代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 努力增
创发展新优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王少峰，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等14名在
湘两院院士出席。

乌兰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海
内外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新年祝
福。她说，今年来，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步，
这其中凝结了全省广大海内外专家学者
的智慧和心血。一年来，大家以湖南发展为
己任，在各个行业各自领域潜心研究、攻坚
克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创新成果，为
国家科技事业的进步和我省经济社会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乌兰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当前，我省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需要人才、渴望人才。要大力推进芙
蓉人才行动计划， 积极引进聚集高层次科
技人才，努力增创湖南创新发展、开放发展
的新优势。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
势，强化重大科技攻关，努力创造更多学术
科研成果，更多地宣传推介湖南，吸引更多
海内外英才来湘创新创业， 为实现更高质
量、更好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再立新功。
我省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坚定不移推
进人才强省战略， 进一步创新人才服务体
系，扎实做好专家学者的联系、服务工作，
为广大海内外专家学者创新创业创造更好
的环境。

联谊会上， 与会嘉宾还观看了精彩的
文艺节目。

乌兰在2018年我省海内外专家迎新春联谊会致辞

强化人才支撑
增创发展新优势

邵阳，打开大门活力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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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理想信念的扣子扣得准扣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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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宝贝“黑石号”文物“回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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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龙破雾

通讯员 胡晓翔

华菱钢铁（以下简称“华菱”）是湖南的
“头号”国有企业，位列全国钢铁企业前十强，
已有60年发展历史， 年产钢量占全省的85%
以上， 是湖南工业总体实力的象征。2017年9
月14日，在经过一轮停牌复牌后，华菱股价最
高攀升到10.26元/股， 较复牌前的3.89元/股
上涨超过163.75%，市值接近300亿元，成为今
年第三季度A股市场上的“牛股”之一。看着这
一组数据， 我们对坚持走振兴实体经济之路
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对以华菱为代表的湖南
实体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山重水复，敢问路在何方
华菱有着辉煌的历史， 它的发展凝聚了

三湘大地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湘潭钢铁厂、
涟源钢铁厂和衡阳钢铁厂是1958年国家规划
建设的18家地方钢铁企业中的3家，奠定了湖
南冶金工业的基础， 也是湖南工业化的重要
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 三家企业得到长足发
展，钢铁产量、产品质量、装备水平、技术力量
位居全省工业战线前列。1997年底， 湖南省
委、省政府将这3家企业联合组建为大型企业
集团，在优质品牌湘钢的“华光”牌和涟钢的

“双菱”牌中各取一字，定名“华菱”集团。1999
年， 又将钢铁主业部分组建为华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并在深交所上市，股票名称“华菱
钢铁”。二十年来，华菱集团年产钢综合产能
从250万吨增长到2000万吨，资产规模从110
亿元增长到1304亿元， 净资产从48亿元增长

到296亿元， 年销售收入从55.4亿元增长到
837亿元。今年，华菱集团在入围中国企业500
强的湘企中蝉联第一。

前两年， 华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困
难。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一季度，全国钢铁
行业陷入深冬，华菱也未能幸免。2015年全年
亏损近30亿元，2016年一季度又亏损近10亿
元；截至2015年底，负债率高达86%，资金链
随时有断裂风险；降成本、去杠杆、分离“三供
一业”，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生存危机面
前，华菱何去何从，成了决策者的艰难选择。

“华丽转身”，由华菱钢铁变身
“华菱金控”

2016年初， 由于巨大的市场压力和债务
压力，华菱似乎“山穷水尽疑无路”。此时，资
本市场又普遍看好金融板块。在此背景下，华
菱的决策层决定接受与湖南财信金控资产重
组的方案。方案的核心是华菱与省属金融企业
财信金控实行资产重组，上市公司退出钢铁主
业，留下热能发电业务，并注入财信金控的金
融资产，华菱钢铁成为“华菱金控”。重组后，上
市公司将彻底退出钢铁生产主业，华菱将从湖
南财信获得部分现金降低钢铁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财信将借壳实现整体上市。由华菱钢铁
变为“华菱金控”，虽是“二字”之变，但实质是上
市公司将实现从钢铁板块走入金融板块。

这一消息向市场披露后， 一度让投资者
看好。华菱连续出现了三个涨停板，但这一转
身也在华菱集团内外产生了一系列疑惑：一
是华菱集团作为我省工业“长子”，经过多年

的艰苦奋斗，跻身全国钢铁企业前10强，如果
遇到一时困难， 就把钢铁资产从上市公司中
剥离出来， 它将在省属国企中产生怎样的导
向和影响？给市场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一
批曾经为华菱改革和发展不懈奋斗的员工对
此忧心忡忡。二是华菱一旦退市，未来谋求二
次上市几无可能， 将就此失去通过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推动发展的机会。三是华菱当年选
择上市， 是希望通过公开市场监管来提升企
业治理水平和品牌形象。 虽然其初衷实现得
并不理想，但是否意味着又要重回老路，改由
政府将其重新“背”起来。作为全国钢企十强
之一， 它在资本市场上将开启退出实体经济
的先例。

峰回路转，重回实体经济发展之路
2016年12月， 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继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
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他指出：

“我国有13亿多人口， 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经
济社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 离开了实体经济
是不行的， 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给我
们提供。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千万不
能把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
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搞虚了、 搞少了。”“现在，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困难增大，出现了一种
脱实向虚的苗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华菱的决策层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开始重新审视华
菱重组的方案。 荩荩（下转2版）

钢 铁 华 菱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