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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郑孝闽）2月7日至8日，三一集团在长沙举行全
球代理商峰会。 来自美国、德国、印度等全球61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理商代表齐聚一堂，与三一
高层“面对面”，共谋海外市场营销之策。

遍布全球的代理商为三一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介绍，通过所有
代理商的努力，2017年，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利
润额皆实现了同比大幅增长，现金流更是创造

了历史最好成绩。 数据显示，旗下上市公司三
一重工净利润预计将突破20.3亿元， 同比至少
增长898%。

为使海外业务持续放量，三一集团针对国际
化管理体制进行了变革，对代理商地帮扶更加直
接、高效。 海外帮扶团队以帮助代理商成功为宗
旨，与代理商“同办公、同公关、同决策”。

合作互信结硕果。 2017年，三一集团在海
外召开了500多场设备促销会、 比武会、 试驾

会， 多次邀请重点客户和大客户来总部考察，
极大地推动了代理商店面标准化；20余家代理
商成功入级和晋级；全年海外销售额达到25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30%。

此次全球代理商峰会上，三一重工国际总
部与61家代理商签订了2018年年度任务协议。
根据三一集团国际化战略及规划， 力争用5年
时间，实现海外营收突破100亿美元，把三一打
造成为工程机械领域数一数二的世界级企业。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通讯员 王和芝 李小
琴 记者 胡信松）长丰猎豹在湖北省荆门市的
生产基地2月6日正式投产，第一辆“荆门产”猎
豹CS9汽车正式下线， 标志着长丰集团R50战
略已完成生产布局。

据了解，猎豹汽车荆门公司生产基地总投
资50亿元，首期投入35亿元，未来3年内，将实
现年产整车10万台， 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目
标，其中新能源汽车2万台。 完全达产后，该基

地将形成年产整车15万台的生产能力，其中包
括6万台新能源汽车。此次下线的猎豹CS9是猎
豹汽车自主研发的新车型， 拥有极高的性价
比，亲民的售价却配备有一键启动、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人机交互系统、自动空调、胎压监测
和全景天窗等装备。 CS9对85后、90后人群尤
其具有吸引力。

长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新表示，
自2013年回归汽车整车主业以来，猎豹汽车

产销规模连年攀升，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现已
具备了6个平台12个产品的同步开发能力，
自主研发的小排量高效发动机实现批量生
产， 其他关键核心零部件产品开发也取得突
破性进展。 长丰集团致力于把猎豹汽车打造
成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标杆，到“十三五”末，实
现整车产销突破40万辆， 年营业收入突破
400亿元，利润总额突破20亿元，重新回归资
本市场。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孙敏坚）2月7
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在娄底
市调研基层党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落地生根。

在冷水江市岩口社区，王少峰详细了解了
社区党支部“五化”建设情况。 他说，抓党支部

“五化” 建设， 根本在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战斗力。 翻阅党建资料时，他肯定社区党支
部组织生活会剖析问题深刻、 整改清单详实，
指出党支部工作要落实在关键处，不能搞形式
主义。

看到“有事请找我”公开栏公布了党员干
部联系方式及监督电话，了解到党员值班为群
众代办事务，王少峰点赞说，要充分发挥党支

部作用，让群众找得到人办得了事，把党支部
联系服务群众做细做实。

涟源康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提取与精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带动贫
困户种植玳玳酸橙，亩产值可达1万元。 王少
峰称赞企业很有发展前景， 叮嘱企业党支部
书记抓好党建工作， 为促进企业发展凝心聚
力。

涟源市桥头河镇近年来着力发展现代农
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王少峰希望该镇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争当农业现代化、产业
化发展的排头兵。

三一海外市场增长三成
2017年海外销售额达25亿美元，力争5年后破百亿美元

湖南制造扩大市场版图

长丰猎豹在鄂量产新车

王少峰在娄底调研时强调

抓好基层党建 促进乡村振兴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婷）今
天， 副省长何报翔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长沙检查指导节前市场供应工作， 了解蔬菜、
日用品、汽油等重要商品供应、储备情况，要求
有关部门周密部署、加强储备，确保春节期间
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质量安全。

“食品安全检测情况如何？ ”“能否确保春节
期间供应充足？ ”在麦德龙天心商场、友阿奥特莱
斯、海吉星国际物流园，何报翔详细了解市场主
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价格、质量、安全、服务和
应急准备等情况， 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肉、 蛋、
禽、蔬菜、水产等食品的安全监管力度，做到品质

可保证、来源可追溯、供应可持续。
目前， 长沙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商品品种丰

富，汽油及粮、油、肉、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质优量
足，价格基本稳定，可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据了解，海吉星国际物流园日均蔬菜交易
量超过1万吨， 可充分满足全省春节期间的蔬
菜供应，且200多种蔬菜品种齐全。园区还增加
了检测力度，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在保障市民
餐桌安全的同时，避免哄抬物价、囤积货物的
情况发生。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边源）民革湖南省委十四届二次全
会今天在长沙召开。 民革中央副主席、民
革省委主委、副省长何报翔，老同志蔡自
兴、刘晓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民革湖南省委常委
会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民革湖南省委
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 表彰了2017年度
目标管理量化考核先进集体。

2017年， 民革省委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切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
协商职能，参政履职水平不断提高。 完成
16项课题调研， 社情民意信息被中央统
战部、 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采用共计18
篇，2件提案得到中共湖南省委、 省政府

领导的充分肯定； 深入永州市对脱贫攻
坚开展调研， 召开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情
况反馈会，“民情直通车”节目获百姓好
评。 此外，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广
泛开展祖统联谊活动。

何报翔强调， 湖南民革要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和民革十三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机关建设、内部监督和团结协作，积极履
行参政党职能，把社会服务抓出特色、抓
出品牌、 抓出成效， 发掘民革的内外资
源，提高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水平，为
湖南民革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何报翔检查春节节前市场供应工作要求

确保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优质

民革湖南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召开
何报翔出席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左丹）2月8
日，2018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副省
长吴桂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桂英指出，迈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把握
教育发展历史新方位，积极迎接建设科技强省
新挑战，主动适应人民群众教育新期待，谋划
好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一方面，要

服务脱贫攻坚大局，大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
条件，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加大精
准资助力度，确保教育扶贫措施落地生效。 另
一方面， 要服务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布局，
利用岳麓山大学城的优势， 打造领先中部、全
国一流的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吴桂英还要求，要聚焦现实问题推进教育事

业改革发展。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公办园和普惠性
民办园的建设规模和占比，加大对民办园的扶持
力度；二是面对基础教育的择校热、大班额等问
题要拿出治本之策， 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
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支柱产业及新兴
产业布局设置或调整专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
契合度；四是要抓住“双一流”这一历史性机遇，
引领推动一批高校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行列； 五是要重点做好校车安全、
整治校园欺凌等一系列安全工作。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上官子惠) 昨天， 全省信访工作会议在长沙召
开。 副省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信访局长会议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表彰了
2017年度全省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
位， 对做好今年全省信访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许显辉充分肯定了2017年全省信访工作

取得的成绩。他强调，做好2018年信访工作，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做好
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要学透新
思想，确保正确方向；认准新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把牢新目标，增强政治自觉。 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要准确研判形
势，实施科学决策；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化解矛
盾；创新方式方法，切实排忧解难。 要深入推进信
访工作制度改革，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 要将
改革积极融入法治湖南建设、“互联网+政务服
务”和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信
息化、专业化。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信
访工作责任。 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进一步推
动共建共治，切实加大问责力度，毫不松懈地
立足当前、谋划当前，努力开创新时代信访工
作新局面。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潘小刚 奉清清)
将创新写在旗帜上，把成果种进沃土里。
今天上午，省社科院举行2017年度“十
大创新成果”发布会。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
方参加并讲话。

去年，省社科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坚强阵地、省委省政府的核心智库、湖南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三大定
位，围绕重大课题，服务重要举措，扎根
生动实践，做足“绣花功夫”，产生了大批
优秀成果， 充分发挥了我省社科研究生
力军、主阵地作用，新型智库建设多项指
标跻身全国前列。

“十大创新成果”，包括《农业供给侧
改革：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转型》《21世纪
以来中国三农政策走向研究》《共享发展
的理论溯源与演进历程》《改革完善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以共享发展破
解湖南社会主要矛盾的对策建议》《站在
不远处看待危险的自身》《国共武器装备
与孟良崮战役》《证券卖空交易信息披露
及监管问题研究》《陌生人社区： 整合与
治理》《言语行为与制度社会的建构》。 这
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求是》《近代史研究》
等权威刊物， 有的得到中央领导肯定性
批示，有的是学术积淀深厚的理论著作。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符谦 ）2月7日，“三湘统战网”改版
升级、红网统战频道、时刻统战频道上线
仪式在红网演播中心举行。 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强调， 要进一步提
升全省统战工作信息化科学化水平，不
断提高学网知网懂网用网能力， 推动新
时代全省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画出最大
最美同心圆。

三湘统战网于2007年开发建设，是
全省统一战线工作的网络宣传主阵地。
本次升级改版后， 三湘统战网的服务功
能、 网络运行质效和安全保障能力都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同时，红网“统战”频道
和红网时刻新闻客户端“统战”频道的开

设， 将与三湘统战网实现功能和内容的
互通、共享。

黄兰香强调，当前，统一战线成员与
互联网紧密相连， 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
进，做好网络统战工作。 要做好党的创新
理论的传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者。 创作更多有思想、接地气的精品力
作，策划更多有高度、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切实讲好湖南统战好故事、传播湖南统战
好声音。要善于运用“网言网语”把统战工
作做进大家心里，联系培养一批优秀党外
网络人士，构建“网络统一战线”，凝聚起
同心共建新湖南的磅礴力量。

当天还举行了“新时代共绘最大同
心圆”系列网络访谈第一期访谈。

孩子，
我们爱你！

2月8日下午， 长
沙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 爱心人士亲切地
拥抱一名孤残儿童。
当天， 国酒茅台湖南
省区经销商联谊会传
承人工作部、 长沙市
开福区政协群团委以
及三湘都市报联合开
展“关爱孩子， 情暖
福利院” 暖冬行动，
为孩子们送上价值
50000余元的爱心物
资， 让他们欢欢喜喜
过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

70余名湘籍海外侨领侨胞畅叙情谊

省侨联召开侨界
迎新春联谊座谈会

2018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吴桂英出席并讲话

展示社科理论湘军的新作为
省社科院2017年度“十大创新成果”发布

“三湘统战网”改版上线
黄兰香要求用“网言网语”把统战工作做进心里

三湘时评

各得其所的爱心应获得赞美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向行军）今天下午，由省侨联主办
的“畅谈十九大·同圆中华梦”侨界迎新
春联谊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19个国
家和地区的70余名湘籍海外侨领侨胞参
加座谈会，畅叙深情厚谊。

2017年，省侨联以“创业中华·兴业
湖南”、“亲情中华·魅力湖南” 等品牌为
抓手，主办或承办了“第四届侨商侨智聚
三湘”、海外华裔青少年湖南夏令营、“海
外侨胞故乡行———走进湖南”等活动，并
组团出访芬兰、奥地利、荷兰、美国、日本

等国，开展“亲情中华·纯粹中国·魅力湖
南”慰问演出。 聘请123名海内外专家，组
成侨界高端智库， 促成一批高科技项目
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入湘。

座谈会上，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加
拿大和泰国等国的多名海外侨领侨胞代
表发言，表达对省委、省政府、省侨联的感
谢，讲述了对家乡近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的
真切感受，并对省侨联以后工作提出了建
议，他们纷纷表示回到住在国后要当好民
间外交的使者，积极动员海外侨胞为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许显辉出席全省信访工作会议并讲话

易博文

据新湖南客户端报道， 2月4日， 同
事聂先生组织60台车 、 上百名爱心人
士， 来到宁乡市流沙河镇草冲村， 买花
猪， 吃年饭， 用点对点的方式， 帮当地
贫困户解决花猪出栏的燃眉之急。 双方
各有所获： 村民直接向客人销售， 省去
摆摊零卖的车马劳顿 ， 省去了中间费
用 ； 客人买到了价廉物美的正宗花猪
肉。

草冲村是省定贫困村， 是宁乡花猪
的发源地。 据了解， 爱心人士用这种各
美其美、 各得其所的方式， 帮助贫困村
民已经有多年。 春节前， 还将会有类似
活动， 让更多贫困户将肥猪 “变现”。

助推脱贫攻坚 ， 不少单位发动职
工， 购买对口帮扶村民家里饲养的鸡鸭
鱼、 猪牛羊等农产品。 这类各得其所的
爱心之举，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
贫困农户们开心， 爱心人士的爱心也获
得了回报。 真可谓 “两个巴掌一起拍”，

响了！
爱心的回报 ，很实在 ，看得见 ：长沙

城里， 宁乡花猪肉的售价达65元/500克
左右，有时还担心花了钱买不到“正品”，
到贫困村去杀花猪，省去了中间环节，不
仅货真，价格上也划算得多。

爱心从不拒绝回报。 相反， 要求百
分之一百地献爱心， 甚至对爱心进行道
德的绑架， 反倒是对爱心的伤害。 春秋
时期， 鲁国制订一条法律， 如果鲁国人
在其他国家看见同胞被卖为奴， 只要他
们肯出钱把奴隶赎回来 ， 回到鲁国后 ，
国家就会给他们以同等的赔偿和奖励 。
孔子的弟子子贡 ， 赎回了很多鲁国人 ，
却拒绝了赔偿和奖励。 孔子知道后， 不
仅没有表扬， 反而大骂子贡， 说他伤天
害理 ， 祸害了落难的同胞 。 在孔子看
来， 子贡将 “义” 拔到这样的高度， 谁
还好意思去领赔偿和奖励呢？ 这无异于
堵塞了其他人拯救同胞的通道。

获得回报的爱心， 同样应当获得赞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