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部建在项目激活“新动能”

泸溪

“三联四建”帮社区强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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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大江东去， 大浪淘沙。 洪波涌起， 各竞
风流。 改革开放40年， 老工业城市株洲交出
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今年6月， 中国社科院发布 《中国城市
竞争力第16次报告》， 评出中国城市整体崛
起40年最成功的40个城市， 株洲市榜上有
名。

“最成功” 的背后， 有一串闪光的数
据。

40年来， 株洲市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
170多倍， 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90多倍， 工业
利润总额增长了900倍。 2014年， 规模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跨过3000亿元大关。 2015
年， 规模工业利税总额突破300亿元大关。

既要高速度， 又要高质量。 量变背后，
是株洲工业的质变。 告别粗大黑， 迈向高精
尖， 株洲工业取得历史性进步， 老工业基地
转型升级、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获国务
院通报表彰。

株洲， 用一个华丽转型， 完成了一次巨
大跨越。

历经阵痛， 破茧新生
“1978年， 我在厂党办当秘书。 40年过

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 那一年， 铁道部决定
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停止修理蒸汽机车， 成
立中国第一家电力机车专业制造厂， 这就是
现在的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谈起40年前的事， 今年72岁的中车株机退休
干部赵烈强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
的工作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全厂3000
多人投入建设新厂， 95台新设备安装、 401
台旧设备移装， 只用了150天。”

株机转产， 恰逢改革开放元年。 从这时
起， 株洲市企业改革步伐一直没有停止。

7家市属企业全面实行承包试点， 成立
全省机械行业第一家厂与厂联合经营的经济
实体， 醴陵国光瓷厂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实
行外贸代理制， 株洲电子仪表工业公司在全
国首家试行契约工资制， 株洲南方动力机械
公司债券在全省率先上市交易……

2006年， 株洲市属国企深改取得新的重
大突破： 支付改革成本22亿元后， 52家国企
完成改制， 累计安置职工近6万人。

改革， 使生产要素向优势工业企业集
聚。 阵痛之后， 是破茧新生。

1999年， 中国第一家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合资企业———株洲西门子牵引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 同年， 湖南首家留学生创业园在株洲
高新区开园。 2000年7月7日， 湖南第一个企
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建
立。

改革开放之初， 中车株洲所只有400多
人。 在当初科研成果成为摆设品、 科研人员
人心浮动的困难时刻， 他们大胆探索走科工
贸一体化道路， 使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优质
产品。 目前， 该所员工5000多人， 旗下拥有
3家上市公司、 8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年
销售额达320亿元。 建成了国内首条、 世界
第二条8英寸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芯片生产线。 依托这一中国芯， 正在打造国
家级IGBT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建设IGBT全
产业链基地。

在一大批优质企业牵引下， 株洲工业大
步向高端迈进。 目前， 全市技术创新平台总
数达308家， 其中国家级33家、 省级149家。
同时， 株洲获批国家工业强基、 绿色制造等
专项14个， 入围制造强省重点项目36个。

近年来， 从株洲开出了全球首列虚拟轨
道列车、 全国首台纯电动智能客车、 全国首
列商用磁浮列车、 全国首款国产复合材料五
座飞机等， 株洲·中国动力谷引起世界瞩目。

今年来， 在世界瞩目的复兴号高铁、 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 港珠澳大桥等大国重器铸
造中， “株洲智造” 闪耀其中。

统计显示， 2012年至2017年， 株洲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从31%上升至40%，
高新技术产值占比从45%上升至52%。

今年1至10月， 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1.3%，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猛增82.1%。

黑色走了， 绿色来了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

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
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多年前， 诗人顾
城的 《烟囱》 一诗流传甚广， 其晦涩的意
境、 朦胧的色彩， 使人似有所悟， 又无以言
表。

但这诗， 株洲人能懂。 因为对烟囱， 他
们太熟悉。

作为国家一五期间布局的八大工业基地
之一， 株洲的工业化步伐令人瞩目， 不断耸
立起来的烟囱成为株洲的标志之一。 不大的
株洲市区， 最多时有459根烟囱。

400多根烟囱同时吞云吐雾， 蔚为壮观。
它们一边宣示着繁荣， 一边也将株洲的美丽
淹没。 2002年与2003年， 株洲市连续两次进
入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名单。

沉重的黑帽子如泰山压顶， 将株洲推到
了十字路口。 终于有一天， 株洲人不得不狠
心炸掉自己建起的烟囱。

2008年9月21日上午10时52分许， 随着
一声巨响， 株洲华银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一根
180米高的烟囱轰然倒下。 这根全国第二、

湖南第一高的烟囱带头倒下， 引发株洲炸烟
囱、 换蓝天的巨大效应， 短短数年， 株洲市
区就有452根烟囱被拆除。

2017年初， 株洲发起淘汰落后产能攻坚
大战———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 作
为株洲最大的工业集中区， 清水塘最多时集
聚了172家企业， 工业年产值达250亿元。 至
2016年底， 该地区还有152家工业企业。

一家不留， 全部搬走。 硬骨头碰上了钢
牙齿， 短短一年时间， 株洲市就关闭清水塘
工业企业147家。 今年底， 辖区企业将全部
关闭。

近5年来， 株洲市以损失近500亿元GDP
的沉重代价， 淘汰了一大批高污染高能耗工
业企业， 全市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了46%。

黑色走了， 绿色来了。
今年10月18日， 总投资50亿元奇点汽车

基地在株洲高新区动工， 预计2020年投产后
可建产5万台纯电动智能商用汽车。

目前， 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株洲汽车制
造业， 正在向千亿产业规模迈进。 北汽株洲
基地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产品， 年产小汽车
已达50万辆的规模； 株洲中车电动年销售新
能源客车量居全国第三， 第5代电驱系统产
品销量稳居行业第一。

同属绿色产业的电子信息产业， 近几年
在株洲异军突起。 目前， 全市集聚了麦格米
特、 宏达电子、 长城电脑等一批知名企业。
去年， 全市52家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
实现产值256.2亿元， 今年有望跨越300亿元
台阶， 并向着2020年400亿元的目标稳步推
进。

敞开大门， 走向蓝海
11月5日， 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 中

国中车南非海外联合研发中心揭牌。 根据合
作协议， 研发中心将依托中车株机建设与运
行， 重点开展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研究、 支
持、 转化等工作， 为两国研究机构、 高校、
企业技术交流和合作搭建新的平台。

2014年， 中车株机与南非成功签署459
台机车订单， 价值21亿美元， 这是迄今我国
机车最大一笔出口订单。 中车株机研制的机
车产品， 极大促进了南非铁路货运升级。 走
进南非的中车株机， 不仅实现了产品输出，
还实现了技术、 资本、 管理和服务综合输
出， 为开放合作谱写了新的篇章。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把开放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主动顺应开放大势， 矢志不移地走好
开放发展之路。” 在去年召开的株洲市开放
发展大会上，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强调。

改革开放40年， 株洲市开放发展起步
早。 1984年， 株洲被批准为出口商品生产综
合基地； 1985年， 醴陵国光瓷厂率先在全国
同行业中实行外贸代理制； 1987年， 国务院
批准株洲硬质合金厂为产品出口基地……

向世界敞开大门， 同时勇敢走出去， 株
洲企业不断从黄色大陆走向深蓝大海。

4年前， 株洲时代新材公司斥资24亿元
人民币， 成功并购全球排名第三的汽车减震
系统供应商德国博戈公司， 成为我国迄今在
欧洲汽配行业最大的收购项目。

以投资换技术， 以投资换市场， 以投资
占领行业制高点。 并购博戈后， 时代新材同
时获得博戈原在德国、 美国等地的9个生产
基地， 其在世界非轮胎橡胶行业排名从第30
位跃升至第15位， 产品广泛应用于宝马、 奔
驰等高档汽车上。

目前， 株洲外贸朋友圈已扩大至近200
个国家和地区， 轨道交通产品出口到欧美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占有率高居全球第
一。 同时， 该市陶瓷、 烟花产品远销全球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硬质合金产品等畅销
亚非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入贯彻省委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
略， 加快建成“一带一部” 开放发展先行
区， 全力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朝着这一目
标， 株洲正努力奋进！

华丽转型实现新跨越
———老工业城市株洲蝶变纪实

� � � � 11月29日， 株洲市， 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张咪 摄

�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张 仁 华 肖 俊 王 伟 ）“63盏路
灯，照亮回家的路。 ”11月27日，张家界市
永定区枫香岗街道枫香岗社区，一条今年
修建的2000多米硬化道路， 直接修到居
民陈深的家门口，从此她再也不怕摸黑走
夜路了。 陈深获得的这份生活便利，得益
于张家界市深入开展的城市社区“三联四
建”活动。

“三联四建”，即集中组织领导干部联
系社区、职能部门联系项目、党员干部联系

“三户”（贫困户、拆迁户、信访户），建好社区
综合服务平台、社区综治管理平台，建强社
区党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打通党组织和
党员服务社区群众“最后一公里”。

目前，张家界市共有81名市、区(县 )
领导，185个市、区(县)直单位派出95个工
作组联系帮建全市95个城市社区， 针对
城市社区党建资源相对薄弱、党建合力不
够强、基础设施不配套、民生服务压力大
等瓶颈问题发力，推动形成基层党建工作
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今年来，该市共有

7919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 认领
岗位7403个，帮助社区解决重大问题315
个，协调资金6059万元，完成391个建设
项目、328个工作项目，促成90%信访户息
访、95%拆迁户顺利搬迁。 同时，引导185
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关爱老弱幼残、治
安巡逻、文明劝导、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
活动1468次， 推动形成“爱心传递暖千
家”良好氛围。

在“三联四建”活动推动下，张家界还
通过楼宇共建，在全市商务楼宇、商业街

区、专业市场组建158个党组织，实现城市
区域化党建无缝对接。并通过社区功能标
准化建设，基本形成包括小家政、小诊所、
小餐桌、小卖部、小课堂在内的“15分钟社
区生活圈”。

�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杨鑫） 11月29日， 冬日暖阳下，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项目征地建设现
场一片火热。 124栋协议签约房屋已顺
利完成121栋拆除， 很快就能交地启动
实质性建设。 项目指挥部临时党支部副
书记杨磊说： “项目顺利推进， 临时党
支部功不可没。”

今年， 望城区委以“产业发展突破
年” 为契机， 开创性地将党支部建在项

目上， 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
动发展的强大力量， 不断激活项目建设
“新动能”。 截至10月底， 该区省市重大
项目投资完成率均已超过100%， 完成征
拆项目63个， 腾地9527亩。

望城区把项目攻坚一线作为锤炼党
员作风的战场， 区4大家班子分别联系全
区5个片区项目指挥部， 率先垂范。 区直
单位、 街道及村 （社区） 选派800余名
党员干部， 参与到全区146个重大项目

建设， 临时党支部让党员集聚在项目一
线， 变“单打独斗” 为“联合作战”。

各临时党支部通过召开工作动员会、
政策答疑会、 发放宣传单等多种方式，
对百姓关心、 关注的政策问题进行全方
位宣传解答。 高塘岭街道中南社区控违
整治工作中， 临时党支部从街道、 社区、
城管等单位共抽调80余名党员干部奔赴
控违一线， 设立7个思想攻坚小组， 耐心
细致地向拆违户主宣讲政策和法律， 5天

实现签订拆除申请90户， 为社区提质奠
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党员们温情服务，解群众
燃眉之急。家政学院项目拆迁对象龙某是
精准扶贫对象，丈夫因车祸后遗症丧失劳
动能力，种菜和养殖家禽成为全家经济来
源。 拆迁过程中，其蔬菜和家禽一时难以
处置，联点党员干部多方联系为其寻找销
路，解决了其实际困难。 后来,切实感受到
党组织关怀的龙某积极带头签约。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通讯员
向晓玲 张建辉 记者 陈昊）11月
29日，在有“湘西第一村”之称的泸
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村党支部书
记石泽林告诉记者，该村按照县里
的总体部署，大力实施“党建+合作
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兴建生态休闲观光园、 水果采摘
园、民宿等产业基地6个；全村去年
人均纯收入达2万多元，90%以上
的村民住上了小洋楼，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泸溪县从纵线实施“党建+重
大产业+建档立卡户”、 从横线实
施“党建+合作社+建档立卡户”

的模式， 直接带动众多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增收。 该县是椪柑大
县， 种植面积达23万亩， 但一度
由于品种老化、 市场竞争力减弱。
该县调整产业发展思路， 大搞椪
柑的品改、 低改， 并采取测土配
方等举措， 提升椪柑品质。 在这
个过程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
缺少资金、 技术与劳力， 积极性
不高， 脱贫难度大。 通过“党建+
重大产业+建档立卡户” 这一扶贫
模式， 由能人与大户中的党员与
入党积极分子， 与贫困户结对，
进行全方位帮扶。 在玻璃椒、 葡
萄等9个面积在10万亩以上的重大

产业， 都采取了这种扶贫模式。
在纵线的重大产业中， 共结成帮
扶对子5000多对， 直接带动1.3万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步入了脱贫快
车道。

横线则以乡镇和村为依托，全县
11个乡镇的80多个特色产业村，采用
“党建+合作社+建档立卡户”的模式。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 建立354家合作
社，合作社里成立党小组，与1.6万名
贫困群众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
值14.9亿元，全县集体经济年收入5万
元以上的村达70个。全县的贫困发生
率由两年前的35.69%下降至目前的
13.49%。

享美景美食
颂美德美行

衡南举办“三个十佳”评选活动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陈鸿飞 王梅 阳新）“徜徉江
口鸟岛，聆听万鸟合鸣；漫步宝盖银杏公园，欣赏满地落
金；品尝花桥名菜‘有头有脸’， 别有一番滋味……”11月
30日上午，衡南县举行“三个十佳”、首届农民丰收节暨
第五届公民道德模范颁奖活动。 以衡南美食、美景、美味
向世界发出“邀请函”。

近年来，衡南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
中之重的位置,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风
景、风味、风物”为主要元素，首次开展“乡味乡情·魅力衡
南·三个十佳” 评选活动， 即评选“清泉沁香·味道衡
南———十佳地方名菜”“清泉流金·醉美衡南———十佳旅
游景点”“清泉故事·梦寻衡南———十佳名优特产” 活动。
该活动从2017年底启动，历经项目报送、汇总遴选、宣传
推介、实地拍摄、网络投票、现场评选等环节，历时近一
年。

据介绍，该县花桥镇花桥宾馆的“有头有脸”等10道
菜荣获“清泉沁香·味道衡南———十佳地方名菜”称号；岐
山国家森林公园等10个景点荣获“清泉流金·醉美衡
南———十佳旅游景点”称号；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
司的“大三湘原香山茶油”等10个产品荣获“清泉故事·
梦寻衡南———十佳名优特产”称号。

张家界

“党建+产业”致富贫困户

市州新闻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2 日

第 201832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457 1040 2555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01 173 398073

1 5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2日 第201814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8580586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10000000
0 2486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75
60201

1233134
12393390

74
2523
50347
539598

3000
200
10
5

0414 18 24 3316

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