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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颜石
敦）10月29日， 郴州在长沙市举行经济
金融发展座谈会， 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对
接，并发布了43个融资产业项目，总融
资额53.5亿元， 涵盖有色金属、 文化旅
游、精品会展和矿物宝石、生态绿色、石
墨及新材料等5条优势产业链。

今年， 郴州市计划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1.5%以上，全市安排
总投资1亿元以上重大项目587个，年
度计划投资1088亿元。座谈会上，中国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中国建设银
行湖南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表
示， 郴州经济总体稳中有进、 稳中向

好，为银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将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服务郴州实体经
济、实体企业发展。

近年来，郴州大力实施“产业主导、
全面发展”战略，坚持多渠道、多形式推
动政银企对接。 在去年该市举办的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融资签约大会上， 签约对
接项目156个、总金额355.51亿元。今年，
该市召开产业项目融资银企签约会，现
场签约50个项目、 总金额66.47亿元；还
举行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专项推进活动，28家银
行和150家小微企业现场签约， 授信额
度超过3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党建文化墙， 企业文化墙……10月26日，
迈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院内，浓浓的党建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

贝壳网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倾心打造的一
个精准教育平台，由社里的一支年轻团队负责。
今年30岁的党员陈东锋是贝壳网运营部部长，
以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地理编辑，3年前接到
任务后开始着手网站建设。最初这支团队只有
6个人，现在网站工作人员达到110人，贝壳网
的注册用户也突破200万。

湖南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步高说：
“在贝壳网的发展过程中，年轻党员起到了非常
好的引领作用。他们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带动
整个贝壳网的年轻团队凝心聚力。实践表明，党
的建设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政治优势。”

和湖南教育出版社一样， 湖南天闻新华
印务有限公司也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旗
下一家企业。 每年春秋两季生产教材是公司

最忙的时候，“八进八出”的12小时工作制成
为常态。 为保证全省中小学生“课前到书”，
激发员工生产斗志， 公司在生产一线设立了
“党员示范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向荣说：“我们在每一个车间， 每一个部
门都设置了党员示范岗。加强党建工作，让公司
拥有了更多忠诚负责的党员干部和团结奋进的
工作队伍，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公司连续13年
荣登‘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

作为一家省管国有文化骨干企业， 湖南出
版投资控股集团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核心工
作，把社会效益作为根本追求，不断创造出版
行业“双效统一”的典范。据介绍，该集团曾连
续10届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在世界出版
企业50强评选中， 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南传
媒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进入前10强，2016
年排名第6。

近年，中南传媒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数量位居

全国前列，打造了《湖湘文库》《延安文艺大系》
《历代辞赋总汇》《走向世界丛书》等一批重点文
化工程图书，推出了《正能量》《大清相国》等一
批优秀畅销图书。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拥有员工2.5万多名， 其中党员5345人。2016
年，集团成立省属直属工委第一家企业党校，设
立在生产一线的模范党员岗达184个， 营造出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主阵地和国家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产业集团，当前，我们最
重要的使命就是守正创新。守正是根本，创新
是手段， 我们要通过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守
正。”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编辑、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说，“在今
后创新的路上， 集团将对标党对媒体功能的
新要求，在内容聚合和话语体系上创新；对标
前沿科学技术，在业态和产品上创新；对标人
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文化需求， 在用户体验上
创新。”

湖南日报记者 彭艺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10月25日，伴随着嘹亮的军歌声，湖南
省兵器工业集团建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主管
工程师郭助军和往常一样，骑着自己的三轮车，
来到火工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火工区3个生产车间都有我主持设计的生
产线。从技校毕业走到今天，我是真切地感受到
了党组织的温暖。”郭助军感慨。2011年，他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建华公司总经理蒋粤军告诉记者：“公司是
隶属于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家军工企业，
骨子里就流着爱党敬业、顽强拼搏的热血。我们
特别重视科研生产，所有的评优评先机会都优

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全部退后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初，受大环境影响，建华公司

连年亏损，企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时
公司困难到工资都发不出了。为了保证科研的继
续，留住技术人才，党委做出‘一切以科研为重’
的决定。在党委的号召带领下，广大员工团结一
致，编竹篮、织毛衣、挑河沙，甚至给当地农民割
稻子，想尽一切办法为厂分忧，支持工厂的研发
生产。就这样上下一心，坚持了5年，最终让建华
挺了过来。”建华公司党委书记伍聚宝回忆。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
句建华人耳熟能详的话，是建华人传承军工“红
色基因”的真实写照。“关键时刻党员走在前面”
“遇到困难党员上”等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建
华人。

每年生产高峰期， 公司党委都会把机关党
员包括中层干部，组成一支“突击队”，每天轮流
走上生产线，和一线员工一起加班加点，保质保
量完成生产任务。

“曾有一个出口急单，按正常情况，本要20
天才能完成，通过‘突击队’的支持，最终在10
天顺利交付。今年国庆期间订单爆满，正在休假
的一些党员都自发赶到厂里帮忙。”伍聚宝欣慰
地介绍。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建厂至今，建
华公司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繁荣。近3年，公司
营收、利润、员工收入均稳步增长，预计2018年
营收有望突破3亿元。这一切变化与公司始终贯
彻“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指导
方针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吴琼

“安化真是大自然的杰作，我很喜欢
这里!”10月29日， 受邀参加“金秋茶乡
行”活动后，来自广东的客人丁峰激动地
说。

“金秋茶乡行”是第四届湖南·安化
黑茶文化节的一项主题活动， 当天执委
会邀请1500余名嘉宾，对安化茶旅重点
项目进行考察调研。

早上8时，记者随考察队伍一同出
发，大概半小时车程后，到达云台山。
进入山中，海拔800余米的成片茶园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
拍摄。 车队暂停后， 丁峰随队伍走下
车，“空气太好了，景色也美。”丁峰贪
婪地深吸一口气， 快步走进茶园，“安
化云台山大叶种是全国第一批21个群
体名优茶种之一， 这里是原生云台山
大叶种野生茶的发源地。” 做茶多年，
丁峰很清楚这片茶园在业界的地位。
他说， 茶园的生态环境实在太好，“这
是大自然的馈赠!”

志愿者告诉大家， 云台山称得上安
化坚持茶旅一体结出的硕果， 云台山风
景区有“高山之台”美称，云上茶园是“中

华生态文明茶园”。
导游张贝蕾来自武汉一家旅行社，

她说， 每个月她至少要带两批游客来安
化旅游。她最惊诧于云台山的发展速度，
两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座山， 现在这里有
了玻璃栈道、玻璃吊桥、高空滑索、好汉
湾、苗瑶民宿等项目，逐步形成了“山下
看洞、山腰访仙、山中品茶”的格局，来此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今年，他们旅行社在
湖北两个市专门开辟了来安化旅游的线
路。

此处， 项目还在建设中， 各个山头
上，都是忙碌的工人。陪同人员介绍，茶
乡花海生态体验园占地2500亩，项目预
算总投资近5.4亿元。它是以安化的青山
绿水为背景， 以独有的安化黑茶及茶文
化、梅山文化为依托，精心打造的茶旅一
体化主题公园项目。丁峰说，虽然还不能
领略花海的盛况， 但他感受到了安化推
进茶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决心。

安化县旅游办主任黄正辉介绍，近
年来， 安化立足黑茶特色产业和生态资
源，推进茶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致力打
造中国黑茶文化养生休闲度假胜地。
2017年， 安化共接待各类游客425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5亿元。

加强国企党建 打造“红色引擎”

“红色基因”永传承

� � � �面对市场浪潮的冲击，传统军工企业如何走出困境？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建华
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党建优良传统———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核心工作

守正创新强化阵地建设

郴州发布43个融资产业项目
总融资额53.5亿元，涵盖5条优势产业链

茶旅一体结硕果
———“金秋茶乡行”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