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罗江帆 杨
芝 记者 胡信松）1月7日晚，湘企出境经贸
文化亚洲行香港站启动暨“湘菜美食文化
节”在香港铜锣湾广场举行，湖南和香港餐
饮、工商等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话湘企出
境、湘菜入港的发展前景。

香港作为我省利用外资最主要的来源
地，已成为湖南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
重要平台和桥梁。截至2017年11月,� 香港来
湘投资企业447家， 湖南在香港设立境外企
业288家。

香港集中了世界各地美食，自然少不了深

受香港人民喜爱的湘菜。 自香港回归以来，已
有数十家湘菜馆在香港落地生根。本次“湘菜
美食文化节”作为湖南经贸文化推广的一个特
色载体，将积极推动“湘品出湘、湘企出境”，联
络港澳同胞、湘商企业共推湖南发展。

启动仪式上还成立了湘菜名店名菜名
厨亚洲（海外）认证委员会，将为湘菜在亚洲
地区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
会、 湖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
办，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湘菜产业促
进会承办。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胡晓蓉 熊其雨）“曙光南路上的汽车维修点地
上有废油，并在住宅区有油漆工作间，散发较大
气味。”1月5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局数字
网格化处置调度中心电子屏幕上， 收到网格员
上传的一条环保问题信息。中心“接单”并审核
后，立即按照相关程序，“派单”到街道处
理。不出两个小时，街道便出面与维修点
负责人协商处理完成。

这是雨花区网格化管理环保问题
的一个镜头。2017年10月， 雨花区在全
省探索环境保护数字网格化管理，通过
数字网格系统和技术手段，建立健全了
全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调度、监
督、处置、考核、管理5大功能。经过几个
月试运行，目前正式启用。

根据程度和情况不同， 雨花区将环保
问题划分为环境隐患排查、烟囱冒黑烟、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 突发环境事件等48个上
报及处置事项， 并将责任主体分为ABCD4
个类别，分别由社区、街道、区、市各级环保
部门处理。

“湘菜美食文化节”
助推“湘品出湘、湘企出境”

雨花区实现环保网格化管理
环保问题随时随地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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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国有企业省外投资，如何确保“单飞”企
业稳健运行、保值增值，阳春新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新钢铁”）交出了一份优秀答
卷。

新钢铁是华菱湘潭钢铁集团公司2008
年在广东阳春市投资建设的大型钢铁企业。

10年来，新钢铁已成为华南地区颇具竞
争力的钢铁企业。2017年， 钢产量320万吨，
达到设计能力130%以上；实现销售收入108
亿元，净利润超过8亿元。

记者近日来到新钢铁，解码湘钢这一对
外投资项目的成功之道。

对外投资要选对市场和产品
2008年，风雨兼程近60载的湘钢有着更

宏大的抱负：转型升级，将企业进一步做强
做优做大。

湘钢地处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核心
区域，环境容量有限，原有地方腾挪发展空
间不大，只能眼光向外。

“当时考察了3个地方， 综合各方面因
素，最终敲定阳春。”新钢铁总经理左都伟介
绍。

阳春市交通便利。钢厂所在的南山工业
园，距阳江港仅70公里，铁路可直达港口，公
路运输十分便捷，可满足钢铁企业物流大进
大出的需求。

广东地区钢材市场容量较大。广东年需
钢材量约5000至6000万吨， 但自身产量不
到3000万吨；在阳春建厂，钢材销售区域除
广东外，还可辐射至广西、海南等省区。

“湘钢”产品在华南市场早已是响当当
品牌。“湘钢每年都有相当数量钢材销往广
东及周边地区，口碑好，合作伙伴多，开疆拓
土拥有较好市场基础。”

新钢铁产品定位与广东其他钢铁企业
形成互补。广东本地钢铁企业，线棒材比例
不高；而新钢铁主要生产螺纹钢、高速线材、
拉丝材等，可形成差异化竞争。

在国家严控钢铁新项目背景下，湘钢通
过改造阳春钢铁实现省外扩张，无疑是一个
智慧的选择。

过环保安全关， 做足 “本土
化”文章

阳春是个山清水秀的旅游城市，十分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

新钢铁党委书记李国介绍 ， 建厂初
期，附近居民为监控扬尘，经常在家里放
些白纸，若是纸上落满灰尘，则向相关部
门投诉。

“新钢铁要立足，首先要过的是环保关。
建厂时不上炼焦工序，就是为从源头减少污
染。”李国介绍，环保，新钢铁舍得投入。建厂
时上马节能环保设施就砸下12亿元，占到总
投资20%。 企业每年还要拿出数千万元，治
理大气、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对余热、余压、
余气进行综合利用，目前自发电已占到企业
用电量85%。

2017年7月， 工信部公布全国2017年第
一批201家绿色工厂名单， 新钢铁成为广东
钢铁企业唯一一家。

新钢铁在人才培养、人员管理、岗位设
置等方面，为企业“本土化”下足了功夫。

以前，阳春技工类学校专业设置，偏重
于轻工、农业和旅游业；经新钢铁提议，转而
开设工业设备操作、焊接等专业，不少学生
毕业后进入新钢铁工作。

新钢铁有意识地将员工混编，不分湖南
人、广东人，通过工作中合作，让员工融为一
体，感受到“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是一家人”
的温暖。

新钢铁迅速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
力支持。

为解决新钢铁生活区用水，阳春市投
资近千万元，专门安装了一段24公里的自

来水管。
“除了环保安全，政府从不干涉企业生

产经营。”新钢铁总经理左都伟介绍，当地政
府经常送政策上门。 就在记者采访当日，阳
江市经信局局长来到新钢铁，将广东省降低
制造业成本的新政文件送到左都伟手上。

机制灵活，上级监管松紧有度
“一年一次的审计、不定期的监察一点

也不马虎。”新钢铁总经理左都伟介绍，一个
上百亿元资产的企业在省外“单飞”，省国资
委、华菱集团、湘钢对新钢铁该管的管住，不
该管的放手让其大展拳脚。

如，为增强采购议价话语权，华菱集团
将新钢铁和其他子公司的焦炭、进口铁矿石
实施集中采购，但采购节奏仍交给新钢铁自
己把握。

新钢铁一出生便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
业。20亿元的注册资金，16.5亿元来自湘钢，
另3.5亿元为民营投资。

“混合所有制设计，有助于建立科学的
法人治理结构；从现实角度看，投资新钢铁
的民营企业，都是与湘钢合作多年的广东经
销商，自然会在钢材销售上下足功夫。”左都
伟说。

新钢铁尽管是国有控股企业，但采用的
是民营运行机制：没有大锅饭吃，薪酬与绩
效挂钩； 没有人浮于事，2017年人均产钢
1000吨，劳动生产率居行业前列。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李书庚）回眸2017年，湖南渔业生产加快
转型升级：稻鱼共作、休闲渔业、健康养殖渐
成“气候”，引领“鱼米之乡”迈向高质量发展。

据省畜牧水产局汇总，2017年全省水产
放养面积51.9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4%；水产
品总产量预计275万吨，渔民人均年纯收入预
计16113元，同比稳中有增。从全年看，水产品
市场价格好，上半年4大家鱼价格普涨。

稻鱼共作成为最大亮点。2017年， 全省
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到314万亩， 比上年增
长了52.4%。全省支持稻鱼共作资金近亿元，
南县、大通湖等地推广稻虾共作，农民每亩
增收逾3000元；绥宁、祁东等地推广“稻鳅共
生”模式，田里种稻、水中养鳅、架上结瓜；环

洞庭湖区还涌现出“莲鱼”“稻蛙”“稻鳖”等模
式，种养增收效益好。

休闲渔业加快三产融合。2017年， 全省
有长沙千龙湖等3个公司成功创建国家级休
闲渔业主题公园， 柳吉观赏鱼等5个单位成
功创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全省上规模
的休闲渔业企业发展到4049个，产业链涵盖
一二三产业， 去年共接待游客3590万人次，
休闲渔业产值近50亿元，解决就业5万多人。

健康养殖确保“舌尖上的安全”。2017
年， 各地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
全省已有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374
家，打造出南县渔家姑娘小龙虾、大通湖
大闸蟹、华容东湖胖头鱼等一批“放心鱼”
品牌。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
从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简称
省直公积金中心）获悉，该中心今天出台了
《关于调整省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
知》，决定自今年1月起，对已办妥抵押登记
手续的合作项目，可不待楼盘主体结构封顶
即可发放贷款。据了解，此举有利于提高开
发商资金运行效率，进一步为公积金缴存职
工购房贷款提供便利。

此次，省直公积金中心对贷款政策作出
调整，是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
进一步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住房公积金
缴存职工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2017年12月底，住建部、财政部等4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规定，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要规范贷款业务流程， 压缩审批
时限， 自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批工作， 同时要提高住房公积金
贷款抵押登记效率。该通知还强调，及时查
处损害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权益的问题。
对限制、阻挠、拒绝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销售中介机
构，要责令整改。对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
改的， 要公开曝光， 同时纳入企业征信系
统，依法严肃处理。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陈凡军 周恒 ）今天，湖南移动与中国建
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在长沙签订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大市场、通信、金融等领域
开展全面、深入合作，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
实惠、便利的通信、金融服务产品。

此前，双方已在资源共享、现金管理、移动
支付、线路租赁业务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双方将合作推动聚合支付（兼容和包支付、龙支
付及其他支付方式）和商户收单。加大资源投入
力度，在定制手机、手机客户端等方面开展联合

营销推广合作，推动和包支付、龙支付、手机银
行等业务发展，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在积分合作方面，双方承诺将共同推进
客户积分兑换、 业务互惠等业务领域的合
作，包括积分兑换对方相关服务产品，开展
联名POS机流量卡等合作。

同时，双方约定，在渠道互通、资源复
用，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实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新局面，
共同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努力拓展更加广阔
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经济视野

看国企省外投资的“新钢铁”样本
———阳春新钢铁公司快速稳健发展启示

经济
稻鱼共作 三产融合

湖南渔业生产转型升级

省直公积金提速贷款流程
不待楼盘主体结构封顶即可放款

湖南移动携手省建行
为客户提供更加实惠的服务产品

� � �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钢筋生产车间。（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