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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肖红）华菱集团聚焦钢铁主业，以
高质量发展迎来生产经营“开门红”。1月，
集团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5%；铁、
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83%、11.68%、
13.05%，均创华菱集团月产历史新高。

在实现稳产高产的基础上， 华菱集
团各子公司的生产技术指标、 产品研发
创新、重点品种创效等均取得好成绩。华
菱湘钢产品在高端市场持续发力， 中国
首个深水自营气田———陵水17-2气田
开发工程项目半潜式生产平台近日开工

建造，该平台使用的API� Gr60系列高强
用钢，全部由华菱湘钢提供。

华菱涟钢继10项产品登榜2018年
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后，高强
质钢LG960QT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评
定为2018年冶金产品实物质量标杆并
授予“特优质量产品”；自卸车轻量化用
超薄规格耐磨钢，被授予2018年度“中
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

华菱衡钢钢管1月产量首次迈上13
万吨台阶，重点产品销量创2018年以来
月度新高。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
农历猪年开工头两日， 三一集团各类工
程机械设备销售延续节前火爆行情，赢
得新春“好彩头”。销售各型号挖掘机近
200台、泵路设备30台、汽车起重机近50
台等，这些设备正奔赴全球各地工地。

记者今天在三一集团挖掘机销售接
待大厅看到， 这里挤满了选购设备的客
户，有的人在试驾机型，有的人正和销
售经理咨询价格和服务， 有的正忙着
刷卡交钱……2018年， 三一挖掘机以

4.7万台的销量，连续8年蝉联中国市场
销售冠军。

在18号智慧车间， 员工喜笑颜开忙
生产，来自新疆、福建、上海、河南、云南
等地的司机来此取车。 今天共有11台泵
车、7台车载泵、7台压路机和5台摊铺机
共30台泵路设备，从长沙产业园启程前
往世界各地。

与各类设备一起出发的还有三一服
务车辆、专用检测车和服务人员。新年巡检
的开启，将为客户提供最有力的服务保障。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 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暨营商环境优
化年工作推进会透露，长沙市2019年铺开
重大投资项目1220个（含打捆项目，其中
续建项目605个、新建项目615个），预计项
目总投资13910亿元。

这些项目中， 政府投资类项目402个，
预计总投资4295亿元，社会投资类项目818
个，预计总投资9615亿元。会议下发了《关于
深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通知》，
长沙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

力激发市场、资本和速度的力量，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创新成果转化、新旧动能转换。

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年”，长沙将进一
步突出智能制造， 强力实施产业链建设和
“五个100”工程，力争长沙产业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45%以上，制造业（含高新
技术服务业）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35%，建成一批技术先进、特色突出、国际
竞争力较强的现代化产业项目、基地、优势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为长沙产业迈进中高
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陈淦璋）2月12日至13日， 在家省政府领导分
成7个调研组，深入长沙、邵阳、湘潭、常德、永
州等市的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就产业项目建
设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率
调研组赴长沙进行调研。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率队赴邵阳
经开区、邵东经开区、长沙经开区调研。省委
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参加调研。副省长
何报翔、陈飞、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分别率
队开展调研。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取得
更好的发展成绩”

继续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是我省
振兴实体经济、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
抓手。 早在今年1月2日， 阳历新年上班第一
天， 许达哲就前往长沙市望城经开区调研了
多家制造企业，为企业加油鼓劲，传递大力振
兴实体经济、推动智能制造、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决心。

2月13日，许达哲先后走访了长沙经开区、
浏阳高新区、 浏阳经开区3个园区的6家企业。
湖南国科微电子是我省首家获得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注资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许达
哲听取了企业业务板块介绍， 了解了当前国际
贸易背景下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竞
争形势，并参观了产品展厅、研发部等地。

长沙华恒机器人在浏阳高新区建成了具
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自主品牌智能立体仓库、
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许达哲着重询问
了企业“民参军”方面的思路和成效，勉励企
业向航空、航天、船舶领域不断拓展业务，以
更大力度投身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来到蓝思科技与日本写真株式会社合资
成立的DITO触控传感器项目，许达哲参观了
触控传感器生产线。得知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
面投产，年产值将突破40亿元，许达哲勉励企
业负责人不仅要加强同世界500强企业的合
作对接，拓宽市场份额，更要志存高远，强化
自主创新，朝着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目标奋
进。许达哲还走访了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湖南

尔康制药、盐津铺子等企业。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好的发展

成绩！”调研中，许达哲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
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必须把推动高质量发
展作为解决各项问题的“总钥匙”，加快产业
项目建设，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各级各部门要
转变作风、精准施策，以营造优良环境为着力
点，做到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服务
到位而不越位，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担、解难
题。企业要自力更生、攻坚克难，面对纷繁复
杂的经济形势，必须以创新为动力、以市场为
导向，赢得发展空间，提升综合竞争力。园区
要发挥好资源聚集的作用， 持续优化产业布
局，努力打造创新氛围浓厚、产业特色鲜明、
开放水平更高的发展平台。

在家省政府领导全体出动，
倾听企业家心声诉求

2月12日至13日期间，其他在家省政府领
导也纷纷出动，分赴全省各地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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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省委办公厅
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召开座谈会，勉励大家
坚持不懈加强学习，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的作风，努力做到“脑清、耳聪、目明、心
细、手脚勤”，不断提升“三服务”质量和水平，
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打造
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全面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保障。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辉一同看望
慰问。

“给大家拜个晚年！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
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
把工作做得更好。”在省委办公厅相关处室，
杜家毫与干部职工们一一握手， 互致新年问
候， 并就各个处室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及今年

的工作重点提出了明确要求。
座谈中， 杜家毫充分肯定省委办公厅过

去一年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所做的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他指出，作为政治机关，省委办
公厅的干部职工要坚持不懈加强学习， 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 真正从中学出理想信念、 学出绝对忠
诚、学出政治站位、学出责任担当。要准确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办工作的基本定位，在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方面学在前、想在前、干
在前，见事于早、谋划于先、行动于快、督促于
紧、落实于细，更加注重协调上下、沟通左右、
联系各方，不断提升“三服务”质量和水平，当
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努力
做到“脑清、耳聪、目明、心细、手脚勤”。“脑
清”，首要的是保持政治清醒；“耳聪”，就是要

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重实际、察实情，广泛听
取各领域各方面意见建议；“目明”，就是对重
大问题要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不断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心细”，就是要用心用
情、精准精细，一丝不苟做好各项工作；“手脚
勤”，就是雷厉风行、马上就办，敢于担当、善
于作为、一抓到底。

杜家毫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作风，着力解决“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
核过多等问题， 带头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要坚持严
管与厚爱相结合，不断增强集体荣誉感，正确
对待个人名利得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氛围，打造让党放
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要继续在政治上、
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干部，为大家开展工
作创造良好条件。

杜家毫走访省委办公厅时强调

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
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来到省人大机关， 看望慰问干
部职工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始终坚持
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
作作风，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围
绕中心履职尽责， 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
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省领导黄关春、谢建辉、刘莲玉、杨维
刚、王柯敏、向力力、李友志，省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胡伯俊参加走访或座谈。

走进省人大机关， 杜家毫逐一走访了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事机构和
工作机构，与干部职工一一握手，祝愿大家
新年新气象，以更饱满的精神、更昂扬的斗
志、 更务实的作风投入到新一年紧张忙碌
的工作中去。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杜家毫认真
听取情况汇报， 充分肯定省人大常委会过
去一年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他指出， 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本质要求和最大优势。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常委会党
组要更好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
要作用， 带头落实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切实将党的领导和主
张体现在人大工作各个方面， 坚决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杜家毫强调，衡量人大工作成效，要看

是否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依法
履职全过程。对改革发展有需要、人民群众
有期盼、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要不遗
余力地推进；对人民群众不支持、不赞成或
者呼声意见比较强烈的事， 要旗帜鲜明地
监督，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 要突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等重点工作， 在重点
领域立法、执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等方面
认真履行职能， 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凝心
聚力。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地方立
法不在多，关键要精要管用，重点是加强对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促
进各级干部更好地依法办事， 确保公权力
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

杜家毫强调， 要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
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真正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抓落实
上；坚持实事求是，善于从大局上来把握问
题， 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聚焦重点工作开
展调查研究， 找准突出矛盾， 解决实际问
题。要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
增强履职能力和本领。 省委将一如既往加
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为大家履行
职责、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杜家毫走访省人大机关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狠抓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政府领导专题调研产业项目建设

华菱集团喜迎“开门红”
1月铁、钢、材产量创月产历史新高，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2.5%

三一集团赢得新春“好彩头”
销售延续节前火爆行情，挖掘机、起重机等

工程机械奔赴全球

长沙今年铺开重大项目1220个
预计总投资13910亿元

只有“我要富”，才能脱真贫

激发内生动力：从思想上走出贫困
———自治州探索走出精准扶贫好路子（二）

■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周彬彬）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知名湘商新春座
谈会上， 省工商联为第一批驻海外联络办公
室授牌。

为落实湖南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适应“有质量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的对外
开放新常态，省工商联依托加拿大湖南商会、
英国湖南同乡会、 法国湖南商会等15家境外
湖南商会，设立第一批驻海外联络办公室，将
更好地帮助广大会员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助力“湘品出境”“湘企出海”“万商
入湘”。 英国湖南同乡会会长吴莉莉受聘为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驻英国联络
办公室主任， 她表示：“授牌是荣誉更是责
任，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履行好联络办的职

责，为湖南和英国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做出
更大的贡献。 ”

记者从省工商联获悉，近年来，湖南异地
商会蓬勃发展。 截止到目前，湖南异地商会已
达350多家， 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170多个
重点城市和地区， 会员企业总数超过6万家，
总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元。

此次座谈会吸引了世界各地湘商积极参

会，参会的湘商代表达245人，包括来自19个
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湖南商会会长、100多家
国内湖南异地商会的会长、省级商会部分秘
书长以及39家省工商联所属行业商协会会
长。 不少会长表示，要组织商会企业加大回
湘投资力度，引导更多符合湖南产业发展的
战略投资者来湘投资，为家乡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湖南异地商会遍布全球
170多个重点城市和地区
省工商联设立第一批驻海外联络办公室

隧道建设
热火朝天

2月13日，长沙麓景路
南延隧道工程正式复工，
中铁隧道局205名工人同
时奋战在隧道6个工作面
施工一线。 麓景路南延工
程项目全长约4公里，分道
路和隧道2个标段施工，是
长沙市西二环与西三环之
间的南北主干道， 计划
2020年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林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