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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
在八百里洞庭和千古岳阳楼下，坐落着自然
风景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的湖南理工学院。

岁末年初，走进湖南理工学院，一股蓬
勃发展的气息扑面而来： 纳入湖南省本科
一批招生录取、 成功晋级国内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一次新增 10 个硕士学位点……一
件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喜事， 让全校师生焕
发出抢机遇、抓发展的良好势头。

改革是发展的引擎。 2017 年，学校作
为全省学院层面的高校第一个通过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 真正贯彻以评促建促改
促管，切实抓内涵，不断强质量，紧扣学科
建设龙头，力促专业特色发展。 2018 年之
初， 学校迅速将二级院部由 18 个调整为
16 个、 本科专业从 54 个优化成 47 个，院
部目标管理正式推行，管理重心不断下移，
事业发展活力彰显。

“高校办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
进也是退，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实现不
断的发展。 ”校长卢先明说。 改革是实现学
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转型发展的必由之
路，是建设“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特色鲜明
地方大学”的有力之举。

“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从粗放
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在学校坚持改革发
展的总体思路下，全校师生响亮地提出：做

一名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湖南理工人，
把心思用在谋工作上， 把精力用在干事业
上，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强大精神之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5 月 24 日，经湖
南省教育厅批准，湖南理工学院从 2018 年
起，正式纳入湖南省本科一批招生录取，省
内一本录取 2985 人，其中理科录取最高分
565 分，超过省控一本线 52 分；文科最高
分 605 分，超过省控一本线 36 分。目前，学
校正全力加强“改办大学”和“博士点建设”
工作， 主要办学指标已基本达到教育部关
于大学设置的标准， 实质性启动了化学工
程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中国语言文学
3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工作。

综合办学实力稳步提升。 10 月 19 日，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文， 湖南理工学院成
功“晋级”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中“化
学工程与技术” 入选国内一流建设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入选国内一流培育学
科。 在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的 2017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
中， 学校一次新增 1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目前共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8 个，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8 个， 硕士培养实现
了各学院全覆盖。

高校办学， 育人为本。 11 月 2 日至 4
日， 由湖南理工学院发起的地方院校高水
平本科教育圆桌论坛举行，26 所高校的 60

余名代表齐聚学校，围绕“坚持以本为本，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的主题进行交流
研讨。 学校还出台了《关于坚持以本为本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实施方案》，下好了
全面落实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的“先手棋”。

“走出去”办学深入人心，教师和企业
“认亲戚”，技术和生产线“交朋友”。面对岳阳
这片开放的热土，作为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发
展工程应用型本科规划高校，学校加快科技
创新步伐，组织教师走出象牙塔，实施产教
融合，服务地方发展。2018年，学校科学研究
迈上新台阶，科研立项稳步增长，全年科研
进校经费突破 6000万元。 湖南省应急通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维重建与智能应用技
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获批，先进光学研究
所入选 2018年“海智计划”项目。 湖南岳阳
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军民融合研究院等产教
融合项目深入推进， 一批科研项目纷纷落
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中组部“千人计划”、863和 973首席专家纷
至沓来，科研氛围日趋浓厚。

一所大学的生命线应该是它的教学质
量。 站在生命线之上，就是站在决策与行动
的制高点。 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正是检验人
才培养质量的“赛马场”。12 月 2 日，在第四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学校“复
辉古建，志愿同行”古建筑保护志愿服务项
目从全国 590 个优秀项目中脱颖而出，获

得金奖，成为耀眼的“沾着泥巴的志愿服务
项目”。 一年来，学生先后实现了国际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的历史性突破；学
生获得湖南省跨文化能力大赛特等奖、全
省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还获得全国软件
大赛，湖南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多项
赛事一等奖。

学校对接湖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开放办学的大门向世界敞开。 学校与全球
10 多个国家 30 多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
关系，与韩国湖西大学、美国乔治福克斯大
学签订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等合作协议。 聘
请来自全球 8 个国家的 25 名外籍教师任
教，招收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 70 余名留
学生。 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学
校积极落实国家领导人出访南美国家成
果，以体育技术援助项目为切入点，承接了
马达加斯加国家田径队、 牙买加国家女子
足球队、 汤加国家田径队和举重队等体育
援助项目，办学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行走在湖南理工学院 4 公里环湖岸
线，烟波浩渺，青山葱茏，山水相依，沁人心
脾。 作为湖南“最美大学”，学校正掀起了新
一轮“美丽校园”建设。 3.6 万平方米的实验
实训中心正式开工建设，2 万平方米的体育
馆、2 万平方米的田径场已进入报建阶段，4
万平方米的产学研大楼、2.5 万平方米的学
术交流中心、5 万平方米的“巴陵人才”公寓

也进入报批阶段。 学校还获得湖南省第十
二届大学生运动会承办权，2022 年全省大
学生运动会将在美丽的南湖畔举行。

翻开湖南理工学院 2018 年的成绩单，
一串串令人欣喜的数字背后， 是学校艰苦
创业、 团结奋进的有力实践。 作为地方院
校，学校在地理位置、人才引进、办学经费
等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闯出了一条非省会
城市高校发展的新路子， 成为了同类本科
院校的“领跑者”，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办学层次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凭
借踏实有为的精神、勤勉苦读的学风、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实实在在的办学成
就，取得了社会、考生及家长的一致认可。
教育部“阳光高考”最近发布的全国各省考
生最满意高校名单中， 湖南理工学院位居
全省第五。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2012-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
果（本科）》显示，学校学科竞赛综合评价排
名全国 264�位，居全省高校第 9�位。

“想事、做事、成事，坚定办人民满意大
学的初心，坚守湘北大地求突围谋发展，艰
苦创业，矢志不渝，这就是理工人的精神和
品质。 ”学校党委书记李明深有感慨。

大江流日月，凌云会有时。 迈入充满希
望的 2019 年， 湖南理工学院正全面推进

“创大申博”，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努
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紫萱很乖，最近学习成绩有进步。”近
日， 甘紫萱的父亲甘阳眷再次来到长燃中
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向伍继志表达谢意。

甘紫萱是该县漕溪港街道办石塘片
区人，2015 年，年仅 3 岁的甘紫萱在省儿
童医院确诊为重型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每天靠激素控制病情加剧。医生说唯一能
救小紫萱生命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而
且时间紧迫不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但高
达 50 万治疗费用对这个普通农家来说近
乎“天价”。 正在甘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长
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伸出了援助之

手， 他们为甘紫萱多次发起社会援助，在
不懈努力下，甘紫萱顺利进行了造血干细
胞移植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在之后
的几年里，甘阳眷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向伍
继志发来信息报平安。 对杨家山社区的
20 户贫困户进行结对帮扶、精准扶贫；雪
中送炭，捐资助学，圆了黄博文、黄博武兄
弟俩大学梦，并为他们制订了四年助学计
划；为寒门学子王雨文送去 4000 元的爱
心款……

“做公益， 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年
来，伍继志带领公司员工们坚定不移地走

在公益路上。 他说，做公益是源自内心用
最纯粹的善良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而
打动、感动、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来托起明
天的太阳。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帮助寒门
学子走出困境，实现人生价值，长燃中阳
责无旁贷！

“要始终坚持‘保民用、保重点、保稳
定’原则，以保供为第一责任，采取一切措
施， 坚决确保城区燃气的基本供应， 实现

‘安全保供、优质服务、以客为尊’。”在又一
年用气高峰期来临之际， 伍继志向长燃中
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全体员工再三叮嘱。

———湖南理工学院 2018年改革发展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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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树绿，地净。 漫步在
湘阴街头， 只见条条街道干净整洁，
排排房屋绿满门栋，国家卫生县城美
不胜收。 谈起是什么让湘阴更美？ 管
道天然气带来的能源革命功不可没。
早在 2005 年，湘阴人伍继志就在这
片充满生机活力的热土上成立了湘
阴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采取移动
运气车辆从长沙向湘阴拉气，湘阴人
开始用上了天然气。

2010 年， 芙蓉大道湘阴段工程
正式开工奠基。 同时，天然气管道等
在内的一系列地下管网开始往湘阴
配套延伸。一根根粗大的管道开始将
长沙燃气与湘阴紧密相连，民生福气
从南奔涌而来。

2011 年 9 月，国有企业长沙市
燃气实业有限公司受让原湘阴县中
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62%的股权，更
名为湘阴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属长沙市燃气实业有限公司下属
国有控股子公司。长燃中阳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牢记着公共服务类企业保
障民生的使命，以民为本、以民为先，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及早部署、科学
调配、精细管理、用心服务，全力以赴
将湘阴民生用气供给保障工作做实
做细做到位。

“县城原吉路与东茅路交会处因道路
改造施工挖断了天然气管道， 现燃气泄漏
并起火！ ”2018 年 12 月 19 日，湘阴长燃中
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正开展燃气管道泄漏
应急抢险演练。接到紧急电话后，该公司立
即启动二级应急预案，生产运营组、安全保
障组、 抢险抢修组等火速赶到 “事故”现
场，展开抢险应急救援。

天然气项目事关民生，惠及百姓。截至
目前， 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已连续
安全平稳供气 14 年，累计投资 5000 多万
元，有民用用户 3.1 万户，工商业用户 275

家，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公司现有中压计量
站 1 座，LNG 应急储备装置 1 套； 已建成
次压燃气管道 15 公里、 中压燃气管道 76
公里、低压燃气管道 68 公里，管网基本实
现了县城主城区、工业园区、轻工业园区、
金龙新区天然气管网全覆盖。

“能源深刻影响着城市生产和生活的
各个层面,影响着各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
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伍继志
生动地说，“最直观的， 就是老百姓炒菜的
效率。 ”

住在接官亭东街的王立辉是该县的

首批燃气受益者。她说，在柴、米、油、盐、
酱、醋、茶这“开门 7 件事”里，“柴”的变
化最大。 从煤块到蜂窝煤、从罐装液化气
到管道煤气 , 再到管道天然气， 一次次
“厨房革命” 不断提高着家人的生活质
量。 原来她家四口人每个月需要一罐液
化气， 价格是 110 元左右， 改用天然气
后，每个月只需 60 元就够了。 回忆起没
有天然气的日子，她说，一到冬天，常常
感觉灶台火力不足，炒菜做饭都很慢。 自
从用上了天然气， 王立辉逢人就夸：“天
然气清洁高效就是好。 ”

“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是个有
担当的企业！”在湘阴，谈起长燃中阳，市民
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群众认可度如此之高，
源于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有担当、
讲诚信、肯付出。

2017 年 1 月，全国天然气供应明显偏
紧，上游供气公司每日对湘阴实施限供。面
对全国性气荒和每日公司报表上 2.4 万元
的亏损，是停供？ 限供？ 还是涨价供气？ 伍
继志毅然做出了第四种选择———稳供！ 当
月，该公司供气每立方净亏 1.6 元，累计亏
损逾 100 万元， 但保证了该县当时 2.7 万
个家庭的稳定供气。

作为一个商人， 为何会选择赔本赚
“吆喝”？ 伍继志说，做企业，比赚钱更重
要的，应该是诚信。 人，要时刻牢记自己
的责任。

伍继志的父母先后执教于湘阴一中，
将毕生的精力和满腔热情都无私奉献给了
三尺讲台， 父母对家乡的一腔热忱深深感
染了伍继志。

2004 年，在重庆经商的伍继志积极响
应县委县政府“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
召，毅然回到了家乡。

返乡 14 年，伍继志始终践行着诚实守
信这一经商之道。 2011 年 1 月，在持续恶

劣的冰雪天气下， 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坚持不涨价不停供，面对亏损，伍继志
说：“就算亏 100 万我也愿意供气！ ”2016
年冬季， 燃气用量由原来的日供气 1.8 万
立方米升至 3.2 万立方米， 长燃中阳燃气
有限责任公司燃气有限公司克服气源难、
运输难、调度难，将 3 万立方燃气源源输入
用户家中……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是人
之根本。”伍继志如是说。在他的带领下，长
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获得长沙燃
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市级“文明窗口”单位等荣誉。

燃气 环保改善生活品质

企业 �责任比赚钱更重要

大爱 �托起明天的红太阳

坐拥 4 公里环湖岸线， 山水相依、
云绕画屏的湖南理工学院，正阔步迈进
在“创大申博”的新时代征程中。

消防演练。 伍若鹏 摄

（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