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岳电控抢占
新能源汽车领域“蓝海”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记者 陈鸿飞）2月14日，记者来
到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在金工车
间内，投资300多万元改造的T3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
转，为广西玉柴、锡柴、洛拖等企业赶制订单。总经理龙美
彪说，今年国内几大主机发动机厂订单非常多，其中广西
玉柴机器订单就达3000多台。

据介绍，南岳电控除了传统的燃油喷射系统生产销售
来势看好， 企业的发展信心更源自于新能源汽车领域。去
年， 企业投入近4000万元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试验
设备的生产研发，并提前掌握了甲醇燃油喷射系统和后处
理SCR技术（针对柴油车尾气排放中的一项处理工艺），在
衡阳布局新能源汽车千亿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技术高地。

目前， 南岳电控已与吉利汽车签订30万台新能源商用
车和50万台新能源乘用车甲醇燃油喷射系统的意向订单协
议。根据协议，今年该公司甲醇喷油器生产量达500万支喷
油嘴，销售额达10个亿以上。新能源领域的相关订单全部达
产后，将实现产值“原地倍增”，有望再造一个南岳电控。

7台锅炉全部超洁净排放
巴陵石化提升清洁生产水平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宁）2月中
旬， 中石化巴陵石化热电部云溪片9号锅炉在完成超洁净
排放改造后，经优化运行，在线监测数据均合格。至此，巴
陵石化在运行的7台锅炉全部完成超洁净排放改造，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排放浓度均达到国家新标准，实现
超洁净排放，标志着该公司清洁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巴陵石化持续对热电部的在运行锅炉实行脱
硫除尘、脱硝和超洁净排放改造。该部云溪片装置的3台锅
炉采用石灰石湿法脱硫技术， 岳阳城区装置的4台锅炉采
用流光放电氨法烟气脱硫技术。经全面调整优化，改造后
装置各项指标参数均达到设计值，两种脱硫技术的应用成
果分别获中石化集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巴陵石化科技进
步一等奖。

邵阳县提供岗位
6000余个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刘飞 周鹏）2月14日，邵阳县举行“春
风行动”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蓝思科
技、兴昂鞋业、三一重工、一肯灯饰、邵阳县
世荣电子等90余家企业入场招聘，共提供就
业岗位6000余个， 现场1600余人达成聘用
意向，其中精准扶贫对象326人。

招聘现场，每个招聘企业前都挤满了前来
咨询和应聘的人员。邵阳县人社部门负责人介
绍，举办这样的大型招聘会，旨在拓宽就业渠
道，促进农民增收。并重点针对贫困人员点对
点发布招聘信息，还为他们专设岗位，以推进
精准扶贫，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为“智造谷”建设添力
湘潭高新区今年力争
实现国省排名前进5位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澜
罗斌) 湘潭高新区工委2月14日召开的2019年经济工作会
议透露，该区今年将力争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省
园区排名和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均再前进5位的目标，助
力湘潭“智造谷”建设。

2018年， 湘潭高新区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增长15%、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0.7%、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前进9位，连续6年入围
中国产业园区百强榜， 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孵化器连续3
年获评A类。

2019年，湘潭高新区将围绕“打造‘智造谷’，建设自主
创新示范区”这一定位，切实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
和水平，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政治定力、创新活力、执行能
力、担当效力和协作活力，尤其是在加速推动“智造谷”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千方百计扩大有
效投资、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
战、全力以赴夯实民生基础六方面重点工作中干出实绩。

株洲家门口
送岗位稳就业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记者 戴鹏）“去年
公司搬迁后我就失业了，现在政府想方设法
帮助我们再就业，岗位送到家门口，既能赚钱
又能顾家。”2月15日， 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
一家搬迁企业的车工黄最高兴地说。当天，他
在2019年株洲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上，找
到了称心的工作。

据了解，自2月12日起，株洲市举办第三
届“春风行动·百企送岗”系列招聘会。除了市
本级举办的综合性人才招聘会，还有电子、机
械、汽配、制造、酒店、旅游、餐饮、服务以及残
疾人等专场招聘会。同时，举办“送岗进社区、
下乡镇”系列招聘会，在茶陵、攸县、醴陵、渌
口、天元、荷塘、芦淞等县（市、区）举办公益招
聘会。很多企业打出了“清水塘等地搬迁企业
人员再就业优先”的牌子，以解决清水塘搬迁
改造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

这届系列招聘会将持续至3月5日，共将
举办大型招聘会19场。目前，已有470家企
业提供岗位3.2万余个，进场求职者超过3.2
万人，已有3512人达成聘用意向。据株洲市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参加招
聘会的企业及提供的岗位数都较去年增加
了一倍。

张家界“春风行动”
送岗位到家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田贵学 田锐）2月15日，一年一度的张
家界市永定区“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区治
大院广场举行，260余家企业提供了近万个就
业岗位。当天，招聘会现场签约2852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07人、下岗失业人员74人、
大中专毕业生212人、残疾人9人。

招聘会现场， 企业展位前人山人海，尤
其是本地企业吸引了众多群众求职咨询，

“以前我在广东打工，家里的事总照顾不到，
今年正巧赶上招聘会，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来自永定区王家坪镇的欧小霞签完就业协
议后，高兴地说。

“今天有近300人前来应聘，有70多人基
本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张家界天门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唐婷介绍，
该公司此次提供了40余个工作岗位，工资待
遇3000-5000元不等。

“招聘会旨在为求职者提供政策咨询、
岗位信息、 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建立企业
与求职者对接平台。” 永定区劳动就业管理
服务局局长黄俊义说。

常德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不打折

去年减免税费51.84亿元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黄晓炎

贺斌）今天，记者从常德市税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该
市共减免税费51.84亿元，比上年增加20%以上。

去年，常德市税务局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
放增值税、小微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各项政策
红利。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同时，打好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和
优化服务“组合拳”，在全市40个办税服务场所设置了215
个“一窗一人办税”窗口，152项涉税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91项涉税事项实现全程网上办。

今年，常德市税务部门将继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打好政策惠民、服务便民“组合拳”，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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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道路两旁灯笼高挂， 人们互致新春
祝福……

2月12日，正月初八，寒雨霏霏。记者
在湖南湘江新区看到， 在浓浓的节日气氛
中，一个个项目建设工地，车辆来往穿梭，
工人们紧张施工，一片繁忙的复工景象。

在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项目罗家嘴立交工区、 洋湖立交工区及
主线工区，上百名工人冒雨施工。

“今天有80多名工友到岗，加上春节假
期坚守项目的施工人员， 目前所有工作面
都已安排施工班组进场。”项目负责人王琛
告诉记者，几天后还将新增一个班组施工。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是长沙南部
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快速路， 项目建成
后可有效缓解南二环及南部城区交通压
力，满足沿线区域交通需求。

记者在项目部遇到了前来调度施工
的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张忠伟。“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梳理

年前遗留的难点问题， 部署年后施工计
划。”他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工程量大、工
期紧，施工单位要比年前更有紧迫感。作
为建设单位， 只有与施工方一道形成合
力，才能为项目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目
前，该项目工程总量已完成过半。

一路向南， 记者又来到十公里外的
潇湘大道三段 (巴溪大道－湘潭九华分
界)项目现场。伴随着破拆机的轰鸣声，
只见工人们正在大堤上有序施工。

“防洪工程从昨天开始正式破堤。为

了满足南片市政道路排水需求， 堤防段
施工必须赶在3月底汛期来临前完成。”
项目负责人杨奇武告诉记者，为赶工期，
他们让机械施工先行， 尽可能为穿堤建
筑物建设、回填等后续施工抢抓时间。

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生产现场，只
是湖南湘江新区年后复工的一个缩影。
“各个园区、片区大部分项目和企业都已
复工， 其他项目和企业也将在这两天陆
续开工。”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常云 张脱冬

天寒地冻，雨雪霏霏。2月11日，记者
来到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新金宝集团
年产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施工工
地，只见工地上塔吊林立，施工车辆往来
穿梭，建筑工人正冒着严寒艰苦奋战。

喷墨打印机项目建设用地总面积
1008亩，主要包括生产区、生活区及配套
服务区。项目由新金宝集团代工生产，达
产后年劳动用工约1.5万人，年货运量约

3万标箱，进出口贸易额可达20亿美元。
放眼望去， 项目工地到处是穿着套

靴、 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忙碌的身影。“项
目体量大、工期紧，自去年12月7日开工
以来， 我带着近2000名建设者吃住在工
地上。”中建五局项目经理王念恒对记者
说，“为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今年春
节，我和800多名建筑工人一直坚守在工
地上。”

在生活区建设工地上，记者“截”住
木工黄飞：“是今天来上班的还是一直在
这里加班？” 他说：“我们就在工地上过

年。我每天要工作9个小时。”
看着眼前9000多平方米的框架通

过检验， 黄飞心里的满足感冲淡了没能
回家过年的遗憾。 他有些腼腆地对记者
说：“这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 虽然有点
遗憾，但是为了整个项目的进度，我们很
乐意在这里做贡献。”

“城陵矶综保区喷墨打印机项目是
湖南迄今为止引进的投资规模最大的台
资项目， 也是近年来岳阳最大的单体建
设投资项目。”王念恒自豪地说，“春节假
期这几天，岳阳市和城陵矶新港区、综保

区的领导天天有人上工地慰问， 叮嘱大
家注意安全， 在确保安全文明施工的前
提下赶进度；要注意后勤保障，确保留守
在工地施工的工人过一个值得纪念的温
暖春节。”

走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记者发现，
现场施工道路路网已基本成型， 生产区
的桩基也全部完成，生活区已进场动工，
多栋厂房已大面积展开主体结构施工。
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党工委第一书记熊
炜说：“这个项目进度比预期提前了近20
天，创下了岳阳项目建设的新纪录。”

湘江新区项目建设再扬鞭

喷墨打印机工地热气腾腾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王宇

“咩咩咩……”2月13日，天边刚泛
白，邵阳县小溪市乡清水村山羊养殖大
户刘学军便甩动羊鞭， 把关在3个羊圈
里的70多头山羊分批赶到屋后草山上。

春节假期刚过，刘学军已开始筹划
新年养羊大计。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
下，刘学军靠养羊砌了新房，今年春节
前还添置了彩电、洗衣机、热水器等。在
外打工的儿女回家陪他过年，他心里好
甜。

刘学军今年57岁，长期带着老婆、孩
子在外务工，后因年龄和眼疾辞工回家。
2014年，“失业” 在家的刘学军一家被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让刘学军心里五
味杂陈，他一心想着如何摘掉穷帽子。

清水村是县畜牧局扶贫联系点。扶贫
工作队驻村后， 根据村里实际与村民意
愿， 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养与乡村旅游。
2015年3月，有些内向的刘学军主动找到

驻村干部黄武阳， 说了养羊脱贫的想法。
黄武阳高兴地说：“只要你肯干，养羊技术
我包了，资金问题我也帮你想办法。”

黄武阳很快帮刘学军办理了5万元
贷款。但他贷款养羊的事遭到妻子坚决
反对，可刘学军已箭在弦上，妻子拗不
过， 一气之下带着儿女离家外出打工。
看着妻子渐行渐远的背影，刘学军眼里
流泪，觉得妻子这些年跟着自己没过一
天好日子，心里十分内疚。

妻子走了，刘学军下定决心，这次
一定要搞出个名堂， 给家人一个交待。
他买回9只种羊，砌了新羊圈，承包村里
6亩荒山坡地，当起了“羊倌”。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靠实干苦干，
刘学军养的羊从9只种羊慢慢发展到90
多只。刘学军正准备向在外务工的妻子
打电话报喜， 谁知一场羊瘟悄然来袭，
他家的羊出现腹泻症状，10来只小羊一
夜就没了。

他急忙跑去找扶贫队。黄武阳一边
打电话回局里调药品，一边火急火燎赶

到他家， 忙着把发病的羊隔离、 消毒。
“要不是黄干部帮忙， 我这次真的不知
道该怎么办。” 刘学军看到自己的羊躲
过了这次灾难， 感到养殖知识很重要。
从此， 他一有闲暇就跑去老养殖户家，
拜师学养殖，还常常向黄武阳讨教羊的
常见病防治办法。如今，刘学军成了当
地养羊“土专家”。

刘学军养的羊天然纯正、肉质鲜嫩，
在市场口碑颇佳，销路很旺。随着养殖规
模不断扩大， 在县乡及结对帮扶干部帮
助下， 刘学军还利用淘宝网与微信朋友
圈搞起了电商交易， 县城十几家饭店主
动找上门来与他签订了常年专供合约。

2017年， 刘学军出栏羊200多头，收
入17万多元，摘掉了贫困帽。去年，他不仅
还清了债务，还新修了两层楼房，负气外
出打工的妻子也回到家里， 帮着照看羊
群。春节前，在外打工的儿女回到家里，准
备帮父亲承包村里2口大鱼塘搞养殖。

“一人富是小富，大家富才算富。”
坐在自家一楼客厅里， 刘学军对记者
说，他将帮助村里及周边村3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养羊，联手建家庭农场、山羊
养殖专业合作社。

养羊脱贫成大户

通讯员 王明义 何晓明

2月15日上午8时， 临澧县修梅镇
林家垭村72岁的林家栋老人和老伴，
来到临澧县中医院， 送来了一面写有
“舍身忘己、大爱无疆”的锦旗。见到躺
在病床上虚弱不堪的周国安，老人紧紧
拉住了他的双手说：“好孩子，是你舍身
忘己救了我一条命啊！”

2月10日（正月初六）清晨5时许，
临澧县中医院急诊科接到了县120指
挥中心电话，要求到修梅镇林家垭村接

诊急救病人。急诊科卜主任马上与护士
毛洪、司机周国安等5人紧急出车。不料
因天气寒冷、路面结冰，接人途中急救
车辆失控，侧翻在路边，医生、护士多处
软组织挫伤，司机周国安腹部撞上方向
盘，痛得直冒冷汗。

好心的村民赶来帮忙，将车子扶正。
周国安强忍疼痛说：“卜主任， 我们赶快
去接病人吧，再晚怕病人坚持不住！”

考虑到他腹部受伤， 卜主任本想打
电话要医院派另外的司机来替换周国
安，让他回去就医。但周国安坚持要去接

送病人，大家马上上车赶到林家垭村。
原来， 病人由于春节期间饮食过

度，慢性胆囊炎发作。经医生简单处理
后，病人被抬进了救护车。周国安忍着
疼痛，满脸大汗，坚持驾驶，终于平安将
病人送到了医院。而他自己一下倒在了
地上。

经急诊剖腹探查术发现，周国安的
肠系膜挫裂穿孔， 部分小肠缺血坏死，
医生立即为他做了肠系膜修补手术。

“当时一心想着，急诊病人不能等，
而我自己还能坚持。”50岁的周国安是一
名退伍军人，有着军人的勇毅和担当。他
在医院急诊科任120司机10余年间，因
接送病人3次负伤，领导多次考虑为其调
换工种，但他仍然坚持在抢救一线。

120出诊途中遇车祸，受伤司机仍坚持去救人———

周国安轻伤不下火线

戏曲灯笼靓校园
2月15日上午， 长沙市清水塘溪泉湾小学， 孩子们在展示自己制作的戏曲灯笼。 戏曲文化是该校打造的特色项目， 当

天正值新学期开学报名， 870名孩子带来自己在假期中精心制作的戏曲主题灯笼， 扮靓校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湘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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