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到 银杏黄
11月7日，衡阳市太阳广场，行人撑着伞从银杏树下走过。当日是立冬节气，衡阳市

迎来了降雨降温天气。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银杏树叶转黄，金黄的银杏把大地装扮得
分外迷人。 曹正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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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巧云

“以前站在后面指挥干，现在冲在前
面领头干。 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带
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服务质量提升与发展
加速。”10月30日， 湖南机场集团党委副
书记崔武松在谈到抓党建带来的变化时
说，集团每4名员工中就有1名共产党员，
党员一带头，什么工作都好推动。“党员就
要有党员的样子， 平时工作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今年1月冰雪来袭， 长沙机场最多一
天为188架次飞机除冰，打破了2008年冰
灾时147架次的纪录。4天除冰工作，党员
身先士卒，吃住在机场。他们说：“温度降
低一度，大家对党员这个身份的认识就加
深一度。”

随着长沙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
T1航站楼维修改造任务刻不容缓。 从今
年大年初七开始， 项目部全体党员投入
“战斗”，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守在
工地上。工程吃紧时，旷超、刘坚、陈凯等
党员冲在前面，带着大家夜以继日、加班

加点，有时一连几个昼夜不回家。项目经
理蒋成基本没有休息过周末。他说：“关键
时刻不站出来，组织要我做什么？”

T1航站楼改造工程刚完工，300余名
党员又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以参加
主题党日活动的形式， 加入到T1航站楼
开荒清洁工作中，不言苦不怕脏，通过自
己的双手，让干净、整洁的航站楼与旅客
见面。

今年5月，T1航站楼重新投入运营，
长沙机场迈入“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可
保障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

为了提升服务水平， 运行控制室党支
部开展航班延误治理攻坚战， 将航班运行
精确到以秒来计算。截至今年9月，长沙机
场航班正常率连续11个月在中南局排名第
一，今年前三季度旅客满意度达到93.5%。

党员带头干，党支部强起来。长沙机
场96777客服中心党支部将党建工作与
业务工作深度融合，7名党员“亮身份”服
务，创建党员示范岗，为旅客提供咨询、投
诉受理、 机票销售等全方位航旅服务，成
为机场文明服务窗口。

加强国企党建 打造“红色引擎”

� � � �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踏踏实实带头干。湖南机场
集团抓党建推进党员干部作风大转变———

“党员一带头，
什么工作都好推动”

� � � � 湖南日报上海11月7日电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黎雄）参加“进博会”的湖南浩通供应
链总经理浣琼，带着翻译找到巴西brfsa公司，
签下1000万美元的禽类意向采购协议。11月7
日， 在上海举行的湖南-巴西商品采购对接会
上，浩通供应链等10多家湖南企业与巴西方面
达成意向合作，累计金额2358万美元。

“要将巴西最好的产品‘买’到湖南。”参加
对接会的湖南企业纷纷表示。 在近200家采购
对接商中，有我省的步步高、通程百货、高桥大

市场，还有浩通供应链、嘉德集团、年年有鱼等
知名供应链公司，有来自巴西的参展商和观展
商代表近70家，通过现场“结对子”，彼此“朋友
圈”迅速扩大。

远道而来的巴西客人感受到湖南开放崛
起的魅力。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巴西特蕾佐玻利
公司采购商格劳蒂奥透露， 该公司主要生产饮
料，他已和两家湖南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
划近期专门到湖南考察。 另一位从事肉食生产
的巴西企业负责人介绍， 作为巴西圣保罗州一

家大型生产出口企业， 非常看好湖南的发展机
遇，期待在已有基础上加大与湖南的合作力度。

省商务副厅长周越介绍， 我省与巴西的双
边贸易发展趋势持续向好。今年初，我省将巴西
作为与拉美地区合作的重点国家， 积极推动各
项合作，与圣保罗州投资促进局、圣保罗州工业
联合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和工作机制。今年
1-9月，我省与巴西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7亿
美元，同比增长53%。其中出口2.6亿美元，同比
增长55%；进口6.1亿美元，同比增长52%。

湖南-巴西商品采购对接会在上海举行
10多家湘企与巴西方面达成2358万美元意向合作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会飞的汽车， 三层楼高的龙门铣机床，联
排智能机器人……从代表全球顶尖科技的智
能高端装备，到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化、电子、食
品、健康医疗，这些高颜值、高质量的产品，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应有尽有。

172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
家企业参展的“进博会”，包罗万象，精妙绝伦。
11月7日，记者探展，带你一起逛“世界”。

智能高端装备抢眼
“会飞的汽车”首次亮相中国
首届“进博会”展品中，首次进入中国的展

品多达5000余件。 在热门的智能及高端装备
展区，“会飞的汽车”AeroMobil是关注度最高
的明星展品之一。记者现场看到，AeroMobil展
示了其“变身”绝技———3分钟内两个硕大机翼
隐身，完成从飞机到汽车的转变，如同科幻片
里的变形金刚。

除了“会飞的汽车”外，卡特彼勒、杜邦、通
用电气、江森自控、戴尔、三菱电机、西门子、
ABB、库卡等来自全球顶级装备制造企业的最
新产品，大受观众欢迎。

在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展台上， 这家近
100年历史的装备制造巨头，带来了一套“更智
能的能源解决方案”。其主打产品“G3520H”燃
气发电机组，在分布式能源、商业和工业设施、
农业和食品饮料加工、垃圾填埋和废水处理等
领域应用广泛。

智能机器人是展区又一亮点。在日本那智
不二越株式会社展台，联排智能机器人整齐陈
列，机械臂娴熟地向参观者展示了“向笔杆中
插入笔芯”这一动作，机器人将为人们生活带
来怎样更大的改变，充满想象空间。该展区负
责人刘晓兵介绍， 目前公司业务已遍布中国，

并正在加快拓展湖南市场。
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 不少国外制造

业企业非常“接地气”。江森自控在展区放置了
醒目的微信二维码，便于中国观众“加个好友”；
德国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公司展出的“金牛座”龙
门铣，是“进博会”最大最高的展品，被参观人群
层层包围，公司的业务洽谈室直接设在了展区。

市场反响非常热烈。11月7日，湖南的铁建
重工与德国两家供应商签订了隧道掘进机配
套件采购意向协议，采购金额达2亿元。

消费升级市场扩容
大量外企推出日用新产品
国内民众消费需求持续增大，给国外企业

带来巨大市场空间。大量外企为中国人量身定
制推出新产品，其中白色家电、日化产品、休闲
食品深受欢迎。

在松下展台，记者看到一款非常酷炫的透
明电视。 该产品不使用时会变成透明玻璃，透
过显示屏， 其后面摆放的物品也清晰可见，整
款产品像是一件精致的摆件。

备受消费者关注的还有服装服饰及日用
消费品展区。700多家参展商中，包括法国欧莱
雅、英荷联合利华、韩国爱莱莉、LG等世界500
强企业及龙头企业。展品涉及服装、家居装饰
品、珠宝首饰、文化用品、美容美发护理产品
等。如，英荷联合利华旗下的400多个品牌展示
了最新款的化妆品。

“在法国之外，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在中国，
必须将最好最新的产品展示出来，中国人的消
费能力让人惊叹。” 法国欧莱雅展台的一位负
责人说。

“消费升级”也给国内企业带来机遇。我省
步步高与波兰味奇集团签订了500万美元的商
品采购意向。据了解，步步高进口商品年均增
长60%，今年1-10月同比增长75%。

11月6日，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网易等国
内知名电商平台悉数到场， 纷纷在进博会上

“一掷千金”，预计很快“进博会”上的优秀海外
商品就将通过电子商务来到消费者身边。

美食和健康产品受青睐
厂家发力满足“美好生活”
本次展会上，企业带来参展的美食产品超

过4万件，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从伊比利亚火腿、波士顿龙虾，到泰国金

腰带芒果、新西兰猕猴桃；从澳大利亚的乳酪、
新西兰的牛奶，到法国的葡萄酒、日本的清酒、
阿根廷的牛肉……展区内的奇珍异果不胜枚
举。“进博会”上还有不少新品首发。加拿大温哥
华的北纬五十度生态集团， 就致力于在进口博
览会上推出目前仅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的枫树叶
汁，未来这些新鲜产品有望进入中国市场。

紧邻食品及农业品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品展区也人气爆满。在7号馆，全球首台婴
儿专用核磁共振仪、3秒即可验光的全球首台
综合自动屈光验光仪，只有一枚维生素胶囊大
小、被誉世界上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纷纷
亮相。 和记者同行的一位湖南采购商表示，希
望将这样的产品技术尽早引入湖南市场。

此外，参展还有罗氏、强生、拜耳、飞利浦、
美敦力等全球医药行业巨头。在美国强生展厅
内，一款能够自动缝合功能的黑科技———超声
刀吸引了众人目光。 利用这套设备进行手术，
不仅快速精准， 还能大大减少患者的痛苦。湖
南有医疗机构现场与美国强生集团签下意向
合作协议。

“世界一流的产品、各行各业信息汇聚于
此，令人叹为观止。”刚与巴西签下意向合作协
议的湖南浩通供应链总经理浣琼告诉记者，借
助“进博会”平台来拓展公司的供应链和全球
采购能力，以满足更多湖南人的“美好生活”。

� � � �从代表全球顶尖科技的智能高端装备，到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化、电子、
食品、健康医疗产品，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应有尽有——

“进博会”上逛“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