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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夜放花千树。前不久在印尼
雅加达举行的亚残运会开幕式上，中
国烟花在国际舞台灿烂绽放，又一次
惊艳了世界。

“我们将1万多发无残渣烟花安
装在体育馆屋顶上，分200多个点位
发射，成功完成了烟火表演。”金生红
鹰烟花公司总经理叶长征兴奋地介
绍。这家浏阳市枨冲镇的“中华老字
号”烟花爆竹企业，正是担负本届残
运会开幕式焰火表演的公司。

不仅是亚残运会，在今年举行的
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沙特王国国庆
百场焰火秀、青岛国际啤酒节等诸多
重大国际性活动上，中国烟花“老字
号”枨冲花炮都大放光彩。

在人们对烟花爆竹的环保、安
全、智能控制、品类等方面要求不断
升级的时代，“老字号”枨冲花炮是如
何焕发新生，绽放新彩？

告别小作坊，枨冲花炮
发力“大品牌”

烟花爆竹是浏阳市枨冲镇传统
支柱产业，2007年该镇创下吉尼斯
世界最长鞭炮纪录，“中国红炮之乡”
一时名声大噪。

但当时的枨冲镇，有近百家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规模小、用工少、产品
质量落后、投入产出比低的“小作坊”
式企业占大多数。

近年来，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日
渐增强，市场对产品质量的需求大幅
提升。名声在外的枨冲花炮却因产业
格局“小而散”，难以达到要求，产业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从2017年开始， 枨冲镇坚决淘
汰、关闭一批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安
全隐患突出的花炮企业；同时明确效
率导向，以经济效益好不好、产品质
量优不优、劳动力规模大不大、投入
产出比高不高为标准， 引导21家

“散、小、乱、差”的落后花炮企业自愿
退出，有效淘汰落后产能。

“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引导
有效资源自主向大企业、 大品牌集
中。”枨冲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该镇在淘汰落后烟花爆竹企业的同
时，加大对其它企业的引导，鼓励其
充分利用退出企业的土地等资源，应
用新机械、新工艺、新设备。还引大做
强、扶优扶强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招
商引资， 吸引安徽红旗集团晨光烟
花、欢乐烟花、大红马等十余家企业
组团来枨冲发展，成功推动全镇烟花
爆竹产业转型升级，发力“大品牌”。

延长产业链，枨冲花炮
尝试玩“跨界”

金生红鹰烟花公司是枨冲镇烟
花爆竹产业的“领头羊”，创立30多
年来一直是中国花炮重点骨干企业。
如今，这家公司不再局限于研发大型
花炮的工艺美术、燃放技术等，玩起
了“跨界”。

今年夏天， 在第28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暨首届凤凰之声MUVI电音
节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成为活
动中最受关注的“节目”： 每当音乐
奏响， 不论是激情四射的交响乐、清
新浪漫的欧美流行乐，还是充满青春
活力的“神曲”，舞台周边和天空中就
会根据乐曲节奏，出现灿烂多彩的网
幕焰火、3D立柱冷焰火、环保型特效
焰火、凤凰展翅特效、三维联动立体
焰火等，焰火艺术与现代舞美完美结
合，奉献了一场梦幻唯美、令人震撼
的视听盛宴。

“这是公司全国音乐旅游+焰火
活动的一次精彩亮相。” 金生红鹰烟
花公司总经理叶长征介绍， 今年以
来，公司一直在全国各地寻求与知名
景区合作运营，全力将烟花推向旅游
市场、娱乐市场。

枨冲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张
方成介绍，今年以来，枨冲镇通过组
织花炮企业参加省烟花爆竹新产品
评比大赛等活动，逐步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延长产业链，引导烟花爆竹企
业从单一的生产、经营，向烟花爆竹
物流、燃放表演、文化创意、贸易等产
业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发挥产业
协同和资源互补优势，提高市场占有
率，助推产业做大做强。

坚持科技创新， 枨冲花炮
迈向“高品质”

作为传统产业，烟花爆竹生产千
百年来都是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操

作没有标准规范，科技含量低，又容
易出事。” 枨冲镇金池烟花负责人告
诉记者，如今劳动力日趋紧张，“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已成为枨冲烟
花爆竹产业升级的又一突破口。

今年年初，枨冲镇政府明确以机
械化引领烟花爆竹产业发展， 实施政
策引导、资金支持等专项计划，通过申
报贷款贴息、技术改造等支持项目，重
点扶持金生红鹰烟花、复兴烟花、梦想
烟花、 金池烟花等当地机械化程度较
高的示范型企业，以点带面。

“在坚守浏阳花炮传统口碑的同
时，我们重点将产业转型与环保趋势
相结合， 积极挖掘培育新的科技产
品。” 枨冲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张
方成介绍，镇政府牵线搭桥，强化企
业与科研院校、机构交流合作，加快
新技术成果转化。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金生红鹰烟
花公司联手中南大学及长泰机器人
有限公司等，率先研发出全国领先的
花炮机器人，将机械化与智能机器人
有机结合，提升安全系数并缓解用工
短缺之困，“环保型特效焰火、立体焰
火、焰火特效等新技术也得到进一步
完善。”公司负责人表示。

晨光出口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
司申请了“烟花外包装箱”等十余项
专利，通过减少生产环节，减低成本，
提高质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枨冲花炮，曾因造出“世界最长鞭
炮”而红，如今正全力转型升级，向“安
全、环保、微烟”进发，在保护蓝天碧水
的前提下，充分展现火树银花之美。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邵红波 易姝）华融
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网点布局加
速。今天，该分行成立后的第一家新
设机构洋湖支行， 落子长沙洋湖生
态新城。

今年7月，华融湘江银行湘江
新区分行在湖南金融中心正式开
业，启动打造“客群建设、智慧金
融、控险提质、行稳致远”的主流
银行征程。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
区分行行长熊志广介绍， 作为总
行直属一级分行， 该行管辖长沙
市湘江以西 (含岳麓区、 高新区、

望城区、 宁乡市) 所有机构网点，
根植湘江新区， 致力于推动金融
创新，提供高效优质金融服务，助
力湖南经济腾飞。

华融湘江银行自2010年创立
以来， 实现稳健快速发展。 截至
2017年末，华融湘江银行注册资本
77.50亿元，总资产3145.26亿元，吸
收存款 2026.38亿元 ， 各项贷款
1497.07亿元，主要经营指标均符合
监管要求； 在全国城商行中综合排
名第24位， 在湖南企业100强和服
务业50强中分别排名第25位和第
10位；主体信用评级AAA。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何旋） 全国民航将于10
月28日进入2018-2019年度冬春航
季，届时航空公司将调整航班时刻表。
海南航空长沙营业部今日发布， 将于
10月28日起新增长沙直飞泉州航线。

长沙直飞泉州航班于7时25分
从长沙起飞，9时抵达泉州。 每周除
了周二，每天都有航班。

海航还将在新航季新增长沙—

呼和浩特—长春航线， 每天都有航
班； 长沙—三亚、 长沙—昆明、长
沙—南宁、 长沙—天津航线将加密
至一天两班。以上新增、加密航班均
由波音737客机执飞。

据介绍， 我国民航时刻分夏秋
和冬春两个航季， 航空公司在每个
航季进行航班调整。 旅客可登录海
航官网或咨询海航长沙售票处，了
解航班换季后航班详情。

告别散小乱，惊艳全世界
———看浏阳枨冲烟花“老字号”如何绽放新彩

10月28日起进入民航冬春航季

长沙新增直飞泉州航线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陈淦璋）昨天，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
商戴德梁行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
长沙写字楼市场分析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称：三季度，得益于长沙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全市甲级写
字楼净吸纳量达到5.9万平方米；由
于新入市物业素质优秀， 租金水平
较高， 推升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
金环比上涨2.9%，达到每平方米每
月113.3元，为近3年来最高值。

该《报告》显示，从租户行业构
成来看，金融、TMT（指科技、媒体
和通信行业）、房地产等承租能力较
强的行业， 是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
的扩张主力。 联合办公成为新的趋
势，如雷格斯、阿里巴巴创新中心等

品牌均已进入长沙市场。 但某些非
传统金融和小型TMT公司存在的
经营不稳定性， 使得部分业主对此
类租户持谨慎态度。

同时， 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T1、
富兴世界金融中心T6于三季度交付
使用，为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约
27.6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量， 推升市
场总存量至147.4万平方米。而新湖南
大厦、 新华保险大厦等项目即将交
付，将带来更多优质办公物业。

戴德梁行长沙公司副总经理文
学介绍， 今年四季度交付的甲级写
字楼， 大多都具备优秀的硬件和配
套设施， 对项目租金水平形成有力
支持， 预计市场整体租金年内还有
小幅上升。

三季度长沙甲级写字楼
租金创新高

环比涨2.9%，为近3年来最高

华融湘江银行落子洋湖新城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张孝 何飞）今天，湖南
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在长沙
市芙蓉区金科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开业，这是该公司创新模式破解
养老难题的有益探索。

作为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的养老产业公司， 成立仅2年

的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将目光瞄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积
极推广“家门口的养老”模式。目前，
公司在长沙市已累计签约56个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50万居民，
约8.6万老人。

金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面积800多平方米 ，床位 20多张 ，

可提供吃住、 文化娱乐及专业的
医疗服务，有日托、全托等多种模
式。

芙蓉区民政局副局长蔡琼认为，
老人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小区，子女忙
于工作无暇照料是中国式养老之困。
这种社区提供用房、社会组织或企业
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不仅可以供老

年人休闲娱乐、保健康复，还有医疗、
陪护等专业服务， 同时设立养老床
位，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尽享高
质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值得推
广。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 养老服务产业
是一个具有社会公益属性的产
业，公司将按照“立足服务性、兼
备公益性、主攻创新性”的业务发
展策略，大力发展养老产业，致力
于成为养老产业服务与运营的国
内领先企业。

家门口畅享优质养老服务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创新模式破解养老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