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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彭颖)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在湖南加快出现。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消息，截至2018年8月底，全省“四
上”单位达38274个，其中，1至8月新增1271个，
增量比去年同期多188个，增长17.4%。

长沙市、邵阳市、永州市“四上”单位增势最
为强劲，前8个月分别新增192个、152个、149个，
分居全省前三位。 其中，长沙市以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为增长主力，新增71家；邵阳市、永州市则

以工业为增长主力，分别新增74家、67家。
从增长类型分，新增“四上”单位可来源于

新增企业、成长而来的企业、投资额5000万元及
以上在建项目转化而来的企业。 其中，由投资转
化而来的“四上”单位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资转化
为实体经济的速度和力度。 从今年我省新增“四
上”单位类型来看，由投资转化而来的57家，占
全部新增数量的4.5%， 其中近八成转化为工业
企业，转化为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和服务业的单位分别为1家、1家、8
家和3家。

在我国，“四上” 单位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 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和房
地产开发经营业的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对于地区发展而言，“四上”单位是经济发
展的中坚力量， 对地区经济总量核算起重要支
撑作用。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正奖） 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全面
深化改革，通过规范管理、重组整合、处置盘活
等举措，公司改革成效逐步显现、营收效益大幅
增长。 今年1至7月，实现营业收入10.41亿元，同
比增长48.24%； 利润总额2392万元， 同比增长
13.47%。

湖南国资公司2015年成立以来，陆续接收了
来自全省各个厅局移交的国有企业41户，这些企
业大多为“散、小、差”企业。 通过优化布局、结构
调整等一系列改革推动重组整合，将直接管理企
业数量压减至17户，人财物集中盘活，费用支出

有效精简，实现主业归核、资产归集、产业归位。
湖南国资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选祥介

绍，公司盯准补齐全省国有企业短板、强化服务
产业弱项， 为省属国企发展提供配套和保障服
务的目标，拟定了“3+2”的产业布局发展战略，
把41户、来自各个行业的企业重新定义于5大板
块，重点发展资产经营管理、大宗物资贸易、物
业管理3大板块，积极拓展仓储物流、检验检测2
大板块。

针对所属企业小而散的现状， 公司加快推进
合并同类项、分类重组整合的步伐。整合15户主业
停滞、主要收入来源为物业租赁企业，通过打造专

业型租赁资产管理运营平台实现转型升级。 今年
头7个月，资产租赁收入同比增长7%，成本费用同
比减少6%，今年利润有望增加1000万元以上。

把握全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历史机遇，
组建湖南省湘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管、
建、育”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物业管理大型企业。
目前，湘诚物业集团在全省设立分公司10余家，
在管面积突破300万平方米。

公司通过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与调度， 各企
业的发展质效不断提升，亏损面不断变小，从年
初的52.94%下降至26.32%， 年内有望消除所有
亏损源。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周靖翔 阳仑

叶会生，国网公司优秀技术专家、
国网湖南电科院状态评价中心的领头
人。

“我其实是个挺怕电的人。 小时候
调皮，没事总喜欢玩开关，有一次不小
心，被电了一下。 ”9月初，叶会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不好
意思地笑了起来。

幸好触电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但被电得生疼的感觉， 却永远记在了
他心里。 那时起，叶会生就开始对电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一探究竟。

2000年9月，他考进了华中科技大
学电气学院。 2004年以优异成绩被保
送就读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高压硕
士研究生。 2007年硕士毕业加入了国
网湖南电科院，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电
力人”。

11年来叶会生对电的好奇没有减
弱半分。 对他而言，越是害怕电，就越
想了解它，正因如此，他始终保持着一
种旺盛的工作状态。

2008年， 湖南发生罕见雨雪冰冻
灾害，一场“抗冰保网”的“战役”无声
打响。

作为湖南电网的技术支撑单位，
湖南电科院也积极参与到了这场战役
之中。

当时， 叶会生所在的团队刚刚引
入紫外成像仪检测技术。 该项技术能
很好地对设备外绝缘放电强度和电弧
长度进行定量、客观、准确地检测和分
析。 作为该项技术主要研究人员，叶会
生积极推广该项科研成果， 为制定除
冰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而为电网
设备冰灾期间的安全稳定运行， 作出
了重要贡献。

“看着平常总是满脸笑意，可一旦
在工作上碰到与工作原则相违背的
事，他就立马变了一张脸。 ”周围的同
事都深知这一点， 与叶会生合作起来
一点也不敢马虎。

2016年， 韶山换流站建设进入高
峰期， 这是湖南电网第一个特高压换
流站，众多设备都是首次进入湖南，许

多交接试验也是湖南电网第一次做。
做为湖南省电力公司第一批特高

压技术储备人才， 技术监督与调试把
关的担子沉甸甸地压在了叶会生的肩
上。 面对压力，他迎难而上，对每台设
备严守质量关。

“那时，我不是泡在制造工厂监督
设备生产质量， 就是守在换流站工地
指导现场试验进行。 ” 叶会生说。

在韶山换流站现场， 他带领湖南
电科院状态评价中心特高压技术团队
顺利完成了每一项特殊试验， 很多试
验在湖南省内都是首次开展， 而国内
具备这些试验能力的单位也屈指可
数。

在调试阶段， 面对调试发现的设
备问题， 叶会生带领团队与厂家据理
力争，深入厂家解体分析，找出问题所
在，使得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叶会生的工作其实就像个“外科
医生”，他们通过各种先进仪器设备和
技术手段，来给电力设备问诊把脉。

这个过程既艰难又枯燥， 但是叶
会生却乐在其中。 湖南的带电检测技
术起步较晚， 叶会生觉得只有靠着大
家一起努力，才能迎头追赶。

他牵头组建了以博士为主的湖南
电科院带电检测技术团队，2015年参加
国网公司带电检测技能竞赛，获得团体
第二名。 目前，叶会生这支“战队”技术
能力水平已迈入国网公司第一梯队。

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带电检测技术
创新成果，也在全省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获得了湖南省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一
等奖。

参加工作以来， 叶会生先后获得
了省部级创新成果奖4项、省公司科技
进步一等奖1项，编制行业、企业标准
14项，获得发明专利10余项、软件著作
权1项。

“器物有魂魄，匠人自谦恭”。 从最
初的怕电，到之后的懂电，再到最后的
爱电，这是一个“电力人”标准的成长
历程， 更是一名优秀的电力专家该有
的情感变化。 叶会生与电的故事依然
在延续，他说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地好好工作， 继续抒写他与电的美
妙情缘。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段凯）华菱衡钢“180PQF无缝
钢管智能工厂改造试点示范项目”近
日通过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 标志着
钢管行业首个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正式落地。

华菱衡钢致力打造“智慧衡钢”，力
争2020年成为行业智能制造标杆。 为
提升信息化水平，今年2月，华菱衡钢与
信息技术领域“大咖”联手，建设智能生
产管理、智能运营管理、智能大数据分
析三大平台，打造“产销一体、管控衔
接、三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同步”
的信息系统，该系统预计今年年底上线

试运行，明年6月正式投用。
为提升自动化水平， 华菱衡钢在重

新构建制造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
计划系统（ERP）等控制系统的基础上，
大力实施外表缺陷智能检测、 钢管逐支
跟踪、自动打包、无人值守等智能制造项
目。2017年，完成7个智能制造项目；2018
年，12个项目正在实施或已做方案。

在提升智能化水平方面， 主要形
成智能生产工艺、能源智能化管理、产
品质量分析追踪等方面的典型应用；
并应用数字孪生与虚拟仿真技术，搭
建数字孪生车间， 通过线上模拟生产
找到最佳生产方式。

�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刘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的2018年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我省共有“装配式
建筑PC构件智能工厂试点示范项目”（由远大住
工申报） 等7个项目入选。 据悉， 远大住工也是
全国装配式建筑领域入选的唯一一个智能制造
项目。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是工信部按照《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相关要求，重
点围绕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
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五

种智能制造模式，对各企业开展的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评价，以此鼓励新技术集成应用。

装配式建筑是传统建筑业与先进制造业良
性互动、 建筑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产物。
目前， 装配式建筑已列入“十三五” 期间我省
重点扶持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长沙市成为国
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远大住工也是我省乃
至全国装配式建筑领域的龙头企业。 省住建厅
介绍， 到2020年， 全省将创建5个以上住宅产业
化示范城市， 市州中心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湖南选拔赛收官
李剑雄等18名数控高手

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左泽涛 ） 经过5天紧张激
烈的角逐， 9月8日， 2018湖南技能大赛·
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圆满
完成各项赛事， 并举行大赛闭幕式。

5天的竞赛中， 来自全省14个市州60
家单位共计337名参赛选手， 分职工组、
高职学生组、 中职学生组、 职工组合组、
院校组合组等组别， 分别参加了数控车
工、 数控铣工、 加工中心操作工 (四轴 )、
加工中心操作工(五轴)、 数控机床装调维
修工、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等6个项目的技能比拼， 一大批优秀
选手脱颖而出。 其中， 李剑雄等18名选
手被省人社厅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 荣
誉称号， 同时获得省总工会颁发的“湖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 李佩冠等30名选手获
得了相应职业的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
（赛前已获相应职业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证
书的选手， 可核发国家职业资格一级证
书）。

此外， 本次大赛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竞赛成绩均合格的其他52名选手， 获得了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证书。 许孔联等86人获
颁“优秀指导教师” 证书。

大赛还对参赛的优秀单位和代表团进
行了表彰。 娄底技师学院、 衡阳技师学院
获得参赛单位团体奖一等奖； 长沙市代表
团、 株洲市代表团获得市州团体奖一等
奖； 常德市人社局、 常德技师学院因精心
承办本次大赛获特殊贡献奖。

湖湘智造

从怕电到爱电
———记国网湖南电科院状态评价中心主任叶会生

钢管行业首个国家级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花落衡钢

我省“大企业”增长越来越快

前8个月新增“四上”单位破千家

主业归核 资产归集 产业归位

湖南国资公司营收增长近五成

远大住工跻身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全国装配式建筑领域唯一入选

� � � � 9月9日，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景区，农民在扮禾。当天，该景区3万亩水稻进入收
割期，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姜超雄 摄扮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