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陈翔 郭诗颖）“情系伟人故里，光大伟人精
神。 ”今天，中国光大银行在韶山召开发布会，
推出光大韶山主题信用卡。 这是该行迄今发行
的首张红色主题信用卡。

光大韶山主题信用卡是一张集信贷消

费、旅游服务、红色教育、公益扶贫、专享优
惠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金融卡，由光大银
行与韶山光大村镇银行共同发行。 该信用卡
以韶山元素为卡面设计，为客户提供消费信
贷服务，并可享受更多的景区门票、机票酒
店优惠以及吃、住、行、购、娱一体的特惠专

享，做到一卡多用。
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张华宇

表示， 该信用卡通过将互联网金融与韶山
资源优势深度融合， 一方面通过创立新的
金融产品，推出新的服务方式，更好地服务
韶山经济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充分挖掘韶
山红色资源特色，整合特色旅游产品，宣传
韶山旅游品牌， 推动韶山红色旅游的持续
健康发展。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何蔚)有种艺术形态叫折纸，它以纸为色、以折
代笔，利用各种可折叠的纸，采用“撕、剪、折、
叠、扭、搓、编、卷、盘”等技法进行创作。 今年74
岁的湘潭市岳塘区居民贺桂华坚持折纸40余
载，创作作品上千幅，2013年被授予省“折纸工
艺大师”称号。 今天，她又多了一个称呼，叫“岳

塘匠师”。
为充分调动工匠型、 技师型人才的积极

性、创造性，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扶持人才
的浓厚氛围，岳塘区组织开展了“岳塘匠师”评
选活动。 活动历时3个月，评出“岳塘匠师”40
名，分为工匠师傅、专家技师、教师、医卫人员
等类别，贺桂华属工匠师傅类。

湘钢轧钢首席技师李裔扎根生产一线25
年， 致力于宽厚板品种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近些年，湘钢宽厚板在国内外“超级工程”和重
点项目中大放异彩，在区域市场上形成了差异
化竞争优势，这与李裔等一线工匠的匠心投入
分不开。 今天，李裔也获得“岳塘匠师”称号。

岳塘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评选“岳塘匠
师”，就是要让尊才重才蔚然成风，让敬业、精
益、专注、创新的匠师精神成为从业者追求的
职业精神。

光大银行红色主题信用卡在湘发行

40名敬业创新者获“岳塘匠师”称号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中联
重科今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23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在公司经营范
围中增加‘高空作业机械’”这一内容。 公司拟
推进高空作业机械设备生产制造, 并计划在该
领域第一个3年（2018-2020）做到国内第一、
第二个3年（2021-2023）做到全球前三。

中联重科高空作业机械设备制造相关负责

人称，高空作业机械设备覆盖建筑、园林、广告等
行业，是一种渗透率非常高且受行业周期影响小
的产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行各业对安全越
来越重视，该类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国内市场目
前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增长， 属于方兴未艾
的新兴市场。

2017年是中联重科的转折之年，受外部基
建投资增长、环保升级，内部战略聚焦、创新技

术与产品等因素影响，公司重回持续上升发展
通道。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2.73亿元，同比增
长16.2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32亿元，同
比大增242.65%。

与此同时， 中联重科向新兴板块发力，快
速推进研发试制全新一代挖掘机、高空作业机
械产品等。

业内人士认为， 中联重科积极推动战略转
型，聚焦主业，在市场地位、研发实力等方面继续
保持了综合优势，随着对高空作业平台等新兴市
场的逐渐渗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核心竞争力
以及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中联重科“抢食”高空作业机械设备市场
计划3年内做到该领域国内第一品牌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在密不透风的暑热里，传来一个
清凉的好消息：30日降雨来袭，湘北局部有
暴雨，高温天气有所减弱。

热浪不断来袭，高温持续发力，湖南近日
开启“热不停”模式，省气象台已连续5天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昨天，湖南高温持续蔓延，监测
显示，28日8时至29日8时，全省平均最高气温
34.5摄氏度，湘潭、张家界、衡阳等44县市最高
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其中益阳、石门、华容、沅
江四地突破37摄氏度， 最高气温出现在沅江，
达38.1摄氏度。

今天，省内大部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省
气象台预计，30日至7月1日，湘北有一次较
强降雨天气过程，局部有暴雨，受降雨影响，
中北部高温有所缩减，湘南地区的高温暂时
难以减弱。 7月2日至3日，降雨减弱，湘中以
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北局部中到大
雨。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条件下进行工
作和生活，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不可以过
度劳累，中午时候不妨放下工作，进行及时
午休；饮食方面，可以多喝绿豆汤以及新鲜
蔬菜瓜果来防暑降温。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赵洁）今天，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
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助力打赢“反炒房”攻坚战，保障住房刚
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月26日，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关于落实“长政办函〔2018〕75号”文件的通
知》， 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限购区域内
购买商品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严格执

行贷款额度与缴存额度挂钩的规定。 取消原有
最低可贷额度20万元的规定；取消原“未婚借
款人购买首套自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 测算出月还贷额高于缴存基数50%时，可
按长沙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测算月还款额”的规定。 此外规定，
缴存职工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60%。

今天，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新

政”再次强调，严格执行贷款额度与缴存额度挂
钩的规定，严格执行职工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的规定。 同时，暂
停支持单身职工购买第二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暂停支持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购买家庭第二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家
庭已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需间隔12个月才
能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时，已注销的全部房产套数纳入家庭房产
套数计算。“新政”自7月2日施行。

另据了解，截至5月31日，长沙市累计发放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18.69万户467.22亿元，其
中发放首套房贷款14.51万户401.27亿元，分别
占总贷款规模的77.6%、85.9%。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晗）入
夏以来， 长沙地区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
气， 用电负荷急剧攀升。 今天， 记者从
2018长沙电网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长沙地区今夏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达
750万千瓦，同比增长13%；如遇持续极端
高温天气， 全市最高负荷将达780万千
瓦，电力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凸显，度夏形
势较为严峻。 电力部门将采取措施，力保
供电平稳有序。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控中心主任杨俊
介绍，自去年实施供电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及“630攻坚”以来，长沙电网安全裕度得
到极大提升， 抵御电网事故能力得到加强，
供电极限已由635万千瓦提升至720万千
瓦。 但受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及电网基础薄
弱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在高温高负荷情况

下， 长沙电网仍可能存在30万至60万千瓦
电力缺口，全市各区（县、市）局部地区，特别
是老城区和人口密集区用电会较为紧张。

为应对电力缺口， 高温高负荷期间，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将持续加强设备运行
维护，密切监视电网运行状况，按照有保
有限、优先错避峰、尽量不拉闸原则，全力
确保居民生活及农田灌溉用电，重点保障
社会管理重点机构及高危用户供电，尽可
能减少对市民工作生活的影响。用电高峰
期间，将调整高能耗企业等单位生产经营
计划，错峰、避峰用电，让电于民；同时，对
城区非核心路段路灯照明采取间隔式开
启，并适当关闭景观楼宇亮化照明等。

电力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及各企事
业单位节约用电，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大
功率电器。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6月30日 星期六
经济 03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佳成 欧阳静子）据海关近日统计，今年1
至5月，湖南对俄罗斯进出口33.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4倍。

服装出口大增是对俄贸易增长的重要拉
动因素，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出口俄罗斯的服
装企业规模较小，不利于持续发展。

据统计，1至5月， 我省对俄罗斯出口27.3
亿元，增长1.7倍；自俄罗斯进口6.3亿元，增长
65.8%。

貂皮衣服、围巾为主打出口产品，锰矿制

品等产品出口成倍增长。 1至5月，我省对俄罗
斯出口貂皮衣服14.8亿元，增长2.6倍；出口貂
皮围巾3.8亿元，增长12倍。 上述两类产品出口
额占总出口额的68.3%。此外，出口电解金属锰
片、 金属锰块等含锰矿初级制品8950万元，增
长1.2倍。

邵阳依旧是我省对俄贸易的主体，1至5月
邵阳对俄贸易15.6亿元，增长2.57倍，全部为出
口，占同期对俄贸易总额的46.3%。娄底今年以
来对俄出口迅猛增长，前5月对俄出口3.5亿元，
增长43.8倍。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我省对俄贸易增长，
服装出口大增是一重要拉动因素，但服装出口
行业的竞争秩序亟待规范。 海关统计数据显
示，出口至俄罗斯的服装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
邵阳地区，全部为中小微企业，企业数量多达
200多家，但每家企业出口额不大，均在2600
万元以下。 据了解，这些企业都是自行寻找客
户，有时为了争抢订单，存在互相压价现象，这
对产业持续发展不利。 海关建议，加快服装行
业提质发展，引导抱团“出海”，创建统一品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日前，从2018年中国技
能大赛———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
拔赛闭幕式上传来好消息，湖南代表队共
有10名选手成功入选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国家集训队。

在省人社厅的精心组织下，我省共派
出44名选手参加了在上海赛区和广东赛
区举行的砌筑、花艺、焊接、塑料模具工
程、时装技术等38个赛项的比拼。

其中， 在上海赛区参赛的电气装置项
目选手王州、货运代理项目选手江岚、烹饪
（西餐） 项目选手麻俊涛、 花艺项目选手蒋
婕、信息网络布线项目选手盛镇归、时装设

计项目选手谭惠文等6名选手，在广东赛区
参赛的砌筑项目选手蒋文、张君宝，塑料模
具工程项目选手黎宁3名选手进入其参赛
项目全国前10名，“杀”入国家集训队。其中，
砌筑项目选手蒋文取得全国第一名的好成
绩。加上砌筑项目选手章瑞波直接晋级国家
集训队，共10人入选。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
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是我国备战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 为国家级一类
大赛。 本次选拔赛的组织模式、竞赛规则、技
术标准均参照世界技能大赛设置， 共设有52
个项目，覆盖世界技能大赛全部项目。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陈尽美)为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体系，完善“互联网+”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近日，省人社厅发布《关于切
实加强我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从扎实做好大就业
系统信息平台的推广与使用、 抓实就业失业

动态管理等7方面， 对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
务提出要求。

《通知》指出，大就业系统信息平台包括湖
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湖南省劳务
协作脱贫信息服务平台等，乡镇、街道、社区基
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依托互联网，全面统
一使用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动态管

理服务本辖区所有劳动年龄段内人员，推动数
据向上集中、服务向下延伸。 2018年9月底前，
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将平台账号分
配到所辖乡镇、街道、社区，并明确专人在湖南
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经办各项业务，完成
账号实名制认证。

乡镇、行政村要加快推广使用湖南省劳务
协作脱贫信息服务平台，按照“保障重点、逐步
推开”的原则， 2018年9月底前，要实现所有贫
困村全覆盖，完成省劳务协作脱贫信息服务平
台村级账号实名制认证，2018年年底前要开展
就业扶贫业务经办。

前5月我省对俄罗斯出口增长1.7倍
值得关注的是，服装企业规模较小，行业竞争秩序亟待规范

我省完善“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

做好大就业系统信息平台推广

10名湖湘工匠
进入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

长沙住房公积金出台“新政”
暂停单身职工、 异地缴存职工二套房贷款

长沙今夏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达750万千瓦

电力部门将力保供电平稳有序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通讯员 姜杨
敏 记者 周月桂）继株洲“智轨”示范线试
运行后，中车株洲所智能轨道交通快运系
统走出湖南，“跑”进宜宾。

6月27日，四川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
业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 宜宾市政
府、中车株洲所、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株洲中车时
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将携手在宜宾建设
集核心技术研发、整车总装、零部件生产、
运营维保、综合服务为一体的智能轨道交
通快运系统大西南产业基地。

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是中车株洲所自

主研发的一种使用具有轨迹跟随能力、全
电驱动新型胶轮列车作为运载工具的轨
道交通运输系统。 此前，中车株洲所联合
株洲市在株洲建设了全球首条智轨示范
线，总规划12公里，已完成一期工程3.1公
里建设，并于今年5月8日正式进入为期3
个月的试运行。

据悉，2018年4月，《宜宾市智能轨道
快运系统线网规划》 通过评审并进行公
示， 共规划7条、156.9公里智能轨道快运
线路，将于5年内建成通车。 目前，正在启
动前期工作的宜宾智轨示范线建设项目，
是签约项目的重要配套落地工程，该项目
将采用中车株洲所制造的智轨系统。

“智轨”列车将“跑”进宜宾

月桂聊天

终于要下雨了
湖南中北部高温将有所减弱

冻库员工穿棉袄上班
上图： 6月29日， 长沙市广联

冻库， 冻库管理员在清理冻库积
冰。 当天，冻库外，35摄氏度的高温
炙烤着大地；冻库内，零下18摄氏
度的冷气一波又一波。 该冻库主要
储存畜禽水产，6名冻库管理员每
天需要在库内工作6个小时， 完成
物品的分拣和搬运移动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热浪袭人
下图： 6月29日上午，

长沙市黄兴广场，艳阳高
照，热浪袭人。 连日来，长
沙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最
高气温达36摄氏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雷鸿涛）“火车拖来的城市” 怀化再次
引起世人注目。今天上午，在长鸣的汽笛
声中，怀化驶往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欧班
列徐徐开出怀化西站， 一条武陵山片区、
大西南地区乃至东盟地区联通欧洲腹地
的快速通道开通。怀化也成为继省会长沙
之后，我省第二个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

这次由怀化始发的中欧班列共搭载
41个集装箱， 主要货物有特色农产品、
皮革箱包、服装鞋帽、汽车零部件等。班
列经满洲里口岸出境， 全程运行11155
公里，预计15天后抵达白俄罗斯明斯克
科里亚季奇站。 货物从怀化搭载班列运
输， 较江海联运或陆海联运等传统运输

方式节约时间30天以上。班列计划从现
在至8月每10天试运行1列，9月起实现
每周1列常态化运行。

怀化是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城市之一。 近年来， 该市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四口岸一中心
（铁路口岸、公路口岸、航空口岸、水运口岸
和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开通中欧班列，将
推动怀化优质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更好地
促进怀化开放型经济发展。

据广铁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怀
化是继东莞、广州、长沙、深圳之后，广铁
管内开行中欧班列的第5个城市。下一步，
中铁集装箱公司将积极为怀化设计、规划
开通怀化至越南和东盟的铁路运输通道。

怀化开通中欧班列
成为继长沙之后，我省第二个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

� � � � 6月29日上午， 一列满载货物的国际货运列车从怀化铁路口岸启程， 驶往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 当天， 怀化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中欧班列开通。 潘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