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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刘罡 邓家琪）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增加我省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规模，
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衡阳钢管、三一
重工、中联重科等出口企业提供了总额33.2亿
美元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同比增长
41%。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出口市场风险管理论
坛，发布了这一最新数据。

作为国内唯一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
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服务湖南开放型
经济发展，持续发挥稳外贸、稳增长、调结构
的政策性作用，护航湘企开拓海外市场，累计

服务的企业已达600家，同比增长32%。
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 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分公
司介绍， 我省78家出口企业借助出口信用保
险，从16家银行获得总额达4.87亿美元的银行
融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支持我省企
业在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并对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应保尽保， 完成
总额达6.6亿美元的风险保障， 包括三一重工
投资印度、湖南黄金集团投资厄瓜多尔、湘潭
神州龙投资阿尔及利亚、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
院出口泰国风电场总包项目、 湘电国际贸易

出口法国风电机组等“走出去”项目。
特别是湖南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马

尔代夫道路项目， 中国信保湖南分公司高效
完成了承保。 该项目作为中马两国元首见证
签约项目，其顺利实施意义重大。

中国信保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叶小剑表
示，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方面，将加大对美出
口业务的支持力度， 积极鼓励和引导出口企
业向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转移订单，以“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优化调整国别承保
政策，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承保，推动湖南经济
高质量发展。

出口信用保险
助力湘企拓展海外市场

累计服务出口企业600家，同比增长32%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王小科）湖南高速服务区正加大新能源
布局，不断延伸服务功能。湖南高速广通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今日发布， 将首次在京港澳高
速湖南段建设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 并将为
辖区内71.5对服务区（停车区）建设光伏发电
项目。

广通公司介绍， 该公司近日与武汉蔚来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约， 将为蔚来电动汽车
更换整体电池产品提供服务区专用场地租用
服务。其中，今年底前将在京港澳高速平江、
耒阳服务区， 建设蔚来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
并投入运营。

目前， 国内电动汽车主要为充电续航模
式，即使用插电式充电桩充电续航，一般快充
一次需1小时左右。近年来，北汽新能源、力帆

汽车、 蔚来汽车等企业发展电池更换电动汽
车，一般可在3至5分钟完成电池更换。

广通公司介绍， 未来还将在湖南高速服
务区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满足不同电动汽
车车型需求。

另据透露，广通公司辖区内71.5对服务区
（停车区）即将启动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即，今
后服务区的综合楼等建筑物将采用光伏发
电。

广通公司是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行业最
大经营公司， 目前共管理湖南省内30条高速
公路的71.5对服务区和停车区，占全省服务区
总量的7成。

湖南高速服务区加快布局新能源
平江耒阳服务区将建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

电商扶贫
10月26日，桂东县电

商产业园，贫困农民在挑
拣茄子皮、干辣椒等农副
产品，包装之后通过电商
渠道销售。桂东县地处罗
霄山脉，有丰富的农副产
品资源。2017年以来，该
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在34个贫困村建立电
商服务站，让贫困户通过
电商渠道销售本地农副
产品实现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张前宝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彭艺 胡信松

“朝气”“诗意”，这是坐落在长沙洋湖
湿地公园旁的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新办公大楼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10月25
日，记者在这里采访时发现，设计院的员工
也如同大楼一般充满活力。

“八成员工年龄不超过35岁，别看大
家年龄不大，干劲却很足，公司近几年营业
收入、利润节节攀升；尤其在今年严峻的市
场形势下，能保持逆势增长的发展势头，年
轻人挑了大梁。”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党委书
记陈忻介绍。

作为一家技术型企业， 如何激发年轻
人干事创业的激情？ 公司党委注重树立标
杆， 用身边的榜样帮助年轻党员树立人生
目标，成就人生梦想，推进企业发展。

多年来，公司推行党员亮牌上岗，开展
党员立项攻关，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公司
国土与空间规划所所长易维良， 带领一支
党员人数占比近70%的团队， 参与规划设
计了一大批精品。

2016年11月，为展现国企担当，公司
为祁东县花屋村免费进行技术扶贫规划
设计。“因为环境闭塞， 村民们脑海里基本
没有‘规划’的概念，刚开始认为还不如直
接修条路。”易维良笑着说道。

时间紧、环境艰苦、沟通难，面对多重
挑战，易维良团队里的5名党员挺身而出，
自告奋勇组成规划小组， 扎入花屋村一干
就是8个月。最终，他们不仅改变了花屋村
的风貌， 还带动了村民民俗技艺的传承和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我们党支部共9人，是一支基本由年
轻设计师构成、小而精的队伍。党建工作也
要结合年轻人的特点来开展。” 公司创作
中心党支部书记贺丽菱告诉记者， 党支部
充分将“互联网+党建”的模式运用到党员
理论知识学习， 利用红星云网上支部进行
阵地建设， 定期上传支部活动情况。“我们
打破了手捧着书、围坐在一起开读书会、上
党课的传统习惯， 而是以年轻人习惯使用
的移动客户端开展学习，通过网络手段，党
的思想教育全覆盖。”贺丽菱一边滑动手机
屏一边介绍。

除此之外， 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也
是丰富多彩、形式灵活。不定期组织大家参
加如“地球日公益跑”、参观由同事设计的
历史展览馆等年轻人感兴趣又有收获的
主题党日活动，以活动促学习。

最大限度调动党建的青春元素， 激发
“青春能量”，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依靠筑牢
党建“青春阵地”，聚起青年向心力，为企业
健康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梁成文）今天下午，娄底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陈建湘故意杀人案进行一
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 陈建湘案发前系新
化县公安局民警，因与被害人邹恒、段新民
等多年前发生纠纷， 一直伺机报复。2017
年12月17日晚，他对与其有过矛盾的人进
行了记录和排序，列出行凶杀害的名单，同
时书写了遗书，对杀人原因、后事等做了自
述和安排。

陈建湘多次有意接近新化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民警曾卫军（另案处理），以借款、
谈心等方式取得曾卫军的信任。2017年12
月22日8时许， 陈建湘从曾卫军处借到公
务七七式手枪一支， 并电话联系新化县公
安局某派出所原临聘司机邹鹏， 以帮邹鹏

找工作为由要求其开出新化县公安局的公
务用车。10时许， 陈建湘来到新化县教育
局找到了邹恒，将邹恒骗上车。当车开至新
化县桑梓镇集星村殷井冲一处偏僻山路
时，陈建湘掏出手枪将邹恒打死，持枪胁迫
邹鹏抛尸、清理车内血迹。当日15时许，陈
建湘胁迫邹鹏开车至新化县“康城豪苑”小
区附近找到段新民后， 以解决昔日矛盾为
由将段新民骗上车。18时许，邹鹏开车至新
化县上梅镇环城路与S225线交叉路口附
近路段时， 驾车故意撞击停靠在路边的一
辆货车，然后迅速打开车门逃跑。陈建湘见
状掏出手枪朝坐在汽车后座的段新民连开
数枪，将段新民杀害，随即逃离现场。12月
24日17时许，陈建湘被抓获。

娄底中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陈建湘为
泄愤报复，持枪射杀二人，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杀人罪。

加强国企党建 打造“红色引擎”

� � � � 35岁以下员工占比高达八成，如何凝聚青春
正能量，使广大青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湖
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构筑党建“青春阵地”

为泄愤报复持枪射杀二人
陈建湘一审获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