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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今天， 建行湖南省分行
（简称“湖南建行”）与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国网湖南电
力”）举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双方拟将金融服务和电力服务的
触角全面延伸， 打通乡镇电费交
纳“最后一公里”。

此次合作签约， 国网湖南电
力的“智慧交费”功能率先在湖南
建行上线，将实现银行柜台、云平
台、 聚合支付等线上线下全渠道
电力交费功能。这也意味着，除了

网上交费方式外， 客户前往全省
536个建行网点、800多个电力营
业厅以及所有建行“金湘通”便民
服务点，凭“电力客户号”即可轻
松交费。目前，建行“金湘通”便民
服务点既是该行服务广大乡镇、
农村的渠道， 也是提供综合金融
服务和非金融服务的承载平台。

湖南建行介绍， 双方还将在
资金管理服务、公司融资、普惠金
融、 员工金融服务等领域全面深
化合作，合力在普惠、扶贫、涉农
等领域取得创新突破。

�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黄利飞）2月27日晚间， 蓝思科技
发布2018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
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7亿元，
同比增长近17%；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4亿元，
同比下降近66%。

报告显示， 蓝思科技的智能
手机主要品牌客户采用前后盖双
面玻璃、3D玻璃后盖的中高端机
型显著增多，智能手表、车载设备
相关产品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带
动了公司去年营收实现较大增

幅。 但消费电子产品行业竞争加
剧， 客户对产品品质及工艺提出
了更高要求，加之人力成本、折旧
费用及财务费用增加， 导致公司
利润同比下降。

2019年被看做是5G商用元年，
各大手机品牌厂商开足马力纷纷
争夺5G时代“换机潮”红利。面对
这一机遇,蓝思科技抢先发力占据
行业制高点，目前已成功渗透到苹
果、三星、华为、小米等全球主流手
机品牌的中高端机型中，公司或将
受益5G商用实现业绩稳增长。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侯建明

以电代油“割掉”了船舶的“黑尾
巴”，以电代煤“推倒”了“江南铸都”
的“黑烟囱”，以电代气“截住”了浪费
能源的“黑推手”……

近3年， 我省在16个领域推广42
种电能替代技术，实施电采暖、工业
电锅炉、热泵、冶金电炉、电动汽车等
电能替代项目5200余个。

这些“电能替代”项目为湖南带
来哪些变化？

“累计增加全社会用电量159.7亿
千瓦时，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少
燃煤72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等污染
物1430万吨。”2月28日， 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湖南
电力”） 就全省电能替代所产生环保
效应和经济价值，发布了相关情况。

油改电守护“一江碧水”
岳阳城陵矶新港区，是长江经济

带黄金水道咽喉和环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的核心区域。

过去，所有船舶进港后，只能采
用燃烧柴油发电的方式维持自身运
转，燃油排放物在船尾形成了一条条

“黑尾巴”。随着港区发展加速，船舶
尾气集聚笼罩整个码头。同时，船舶
上柴油泄漏入水，也成为港口污染的
一大来源。

2017年11月，我省首套针对货运

船舶专用的岸电系统在城陵矶新港
区投运。

所谓岸电，就是将岸上电力通过
特有系统供给靠港船舶使用，以替代
船舶辅机燃油供电，从而减少能耗及
环境污染。

“使用岸电系统充电既方便又环
保，不仅让船上少了燃油发电机的噪
音，还大大节约了成本。”率先体验该
系统的湘运10号船船长邓德明感叹。
国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统
计，实施以电代油1年多来，城陵矶新
港新增替代电量241万千瓦时， 相当
于节约燃油成本248万元， 实现减排
二氧化碳等污染物340余吨。

国网湖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2020年前，将新建13套低压港口岸
电系统，确保城陵矶港所有待闸船舶
都用上清洁岸电，彻底杜绝船舶燃油
发电对港口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预
计届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920吨，
节约燃油成本480万元。

煤改电还原“一片蓝天”
春节刚过，气温尚低。走进“江

南铸都”———郴州市嘉禾县坦塘铸造
工业园，企业已基本复产。

这些传统上以煤窑炉作为熔炼
设备的铸造企业，并没有向天空排放
烟雾。

整座工业园， 找不到一根烟囱。
这里空气清新，头顶一片蓝天。

“这都是电能替代的功劳！”工业
园纪委书记黄成旺记得很清楚，两年
前， 园区上空还是灰蒙蒙一片。自
2017年以来， 工业园内37家铸造企

业，逐步采用煤改电技术，完成从煤
窑炉到中频炉的设备改造，蓝天才重
回视野。

“这类电能替代项目需要大额资
金，推进之初十分艰难。”国网湖南电
力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推进技改，国
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合
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先期投资，帮助
坦塘铸造工业园内铸造企业进行节
能改造。企业以未来节省下来的收益
按一定比例逐步偿还。

嘉禾众合铸业公司成为首批尝
试者。“太值得了！” 董事长黄乃庭账
算得门清：煤窑炉制造每吨铸件的焦
煤成本约300至400元。 采用中频炉
后，每吨铸件成本节省100多元，而且
设备自动化显著提升， 窑炉环节用工
可减少50%以上；更重要的是，中频炉
温控精度提高，不存在燃煤烟尘杂质，
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售价提高两三成。

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电能替代得
到铸造企业的广泛认可，坦塘铸造工
业园成为我省首个“以电代煤”产业
示范基地。

示范效应带动下，近3年来，电能
替代迅速席卷湖南工业制造行业：娄
底新化超九成电子陶瓷企业完成电
能替代改造，实现替代电量8000万千
瓦时；益阳中源钢铁有限公司实施电
能替代改造后， 降低综合生产成本
3500多万元；常德实施冶金等行业工
业电能替代项目900余个， 累计替代
电能1.5亿千瓦时……

气改电应对“节能考验”
初春，冷暖不定，对商场、酒店

等商业场所的空调能效是一场“考
验”。

长沙普瑞温泉酒店中央空调设
备间内，一台台调温机器正在有序运
作， 与传统中央空调设备间相比，这
些设备小巧而安静。

这些调温机器是水冷螺杆机，
属于电力中央空调 。“把用气的中
央空调改成用电的中央空调后，可
省心了。” 酒店工程管理总监杨剑
宏笑称，自己简直可以当“甩手掌
柜”。

过去，普瑞温泉酒店的中央空调
使用燃气直燃机， 运行管理较复杂，
设备故障率、 能耗逐年升高，“‘跑冒
滴漏’现象难以控制。”杨剑宏表示，
设备难以达到环保要求，日积月累能
源浪费极大。

酒店因此采纳“气改电”建议，用
水冷螺杆机组替换同样热值交换的
直燃机。改造后，中央空调能效系数
提高3倍至4倍，全年用能费用下降66
万元，节约比例高达42%。

据国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初步统计，我省使用直燃机的中
央空调设备大约有1500多台，如推广
“气改电”， 可增加售电量10亿千瓦
时，减排二氧化碳15万吨。

近3年来， 我省中央空调改造项
目已成功拓展到沅陵县中医医院、省
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衡阳县人民
医院、一六九医院等公共场所。以沅
陵县中医医院为例， 改造完成后，可
年节省费用38万余元， 综合节能率
23%，节约标煤300吨，减排二氧化碳
1000多吨。

“电能替代”为湖南带来什么

�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苏毅 ）马尔代夫、斯里兰
卡等国的基础设施工程，印度、德国、
厄瓜多尔等国的投资业务……这些
湘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
的项目， 均得到出口信用保险的护
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分公
司（简称“湖南信保”）今天披露，该公
司去年为我省近700家出口企业提供
出口收汇风险保障服务，支持出口近
42亿美元， 累计向企业赔付近2亿元

人民币。
湖南信保总经理叶小剑介绍，通

过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支持骨
干外贸服务综合平台业务创新、扩大
保单融资规模，湖南信保累计带动机
电产品出口近17亿美元，带动农产品
出口约2亿美元， 支持小微企业出口
3.5亿美元；为近100家出口企业提供
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近45亿元人
民币，缓解外贸企业融资贵、融资难，
助推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

履行信用保险风险补偿和减损职
能，帮助企业挽回收汇风险，湖南信
保撑起出口企业交易风险“防护伞”。
依托资信报告、风险预警、海外国别
风险异动信息发布等方式，该公司为
湖南出口企业提供了全球150多个国
别（地区）专业风险评估，帮助企业及
时研判、应对异动、规避风险；利用全
球追偿网络， 有效震慑不良买方，为
客户追回应收账款和实现赔前减损
近1000万美元。

�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高翔）重大疾病治疗费用
高昂，如何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月27日， 吉祥人寿面向全国推出全
新产品“健康保至尊计划”，涵盖“康、
养、医、护”四大特色功能，为客户提
供智能健康保障服务。

“健康保至尊计划”采用对疾病
进行分组给付的方式， 可对重疾、轻
症、 慢病等不同程度的病症给予赔

付，最高累计可赔付11次，享有6.8倍
基本保额的健康保障。客户满期即可
返还“健康保重疾+附加两全”已交保
险费，重疾主合同继续有效。此外，该
产品包含一般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累计
最高保障200万元，并可全国通赔。

吉祥人寿打造的“吉祥医生”健
康管理微信平台同步上线。该平台定
位于用户随身的“家庭医生”，以医生

资源为核心，通过专业问诊、预约挂
号、重疾绿通等方式，提供实时咨询
和健康管理服务。

吉祥人寿系我省首家法人寿险
公司，深耕健康、养老领域，构建了
“疾病预防+保险保障+健康服务+财
务规划”的专业健康管理闭环。该公司
2018年度理赔报告显示， 去年共发生
理赔案件42669件，总赔付10833.17万
元，平均案件处理时效为0.3天。

湖南建行与国网湖南电力战略合作

打通乡镇电费交纳
“最后一公里”

�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
悉，该厅与省民政厅、省通信管理
局、省残联、省老龄办等部门联合
转发国家部委通知， 要求各地积
极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

住建部等国家部委《关于开
展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
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每省（区、
市） 创建5至10个无障碍环境市
县，每省（区、市）创建1个无障碍
环境示范村镇，同时对“十五”以
来表彰过的无障碍环境示范市
县、先进市县创建工作进行“回头
看”， 充分发挥典型引导作用。据

了解，这有利于保障残疾人、老年
人、孕妇、儿童等在内的全体社会
成员平等参与融入社会生活。

省住建厅等部门提出， 各市
州、 县市要积极向住建部和中国
残联申报“十三五”时期无障碍环
境市县村镇创建。其中，常德市、
郴州市、长沙县、永兴县、津市市、
汉寿县（已获“十二五”时期国家
无障碍创建示范或合格市县）以
及长沙市{含1个县（市）和1个村
（镇）}、株洲市{含1个县（市）}、
湘潭市 {含 1个县（市）}必须申
报，鼓励其他市州包括县市村镇
积极申报。

我省部署创建
“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

常德市、郴州市、长沙县、永兴县、津市市、
汉寿县以及长株潭三市在列

蓝思科技去年营收增长近17%
5G或将助力业绩稳增长

吉祥人寿新推保险产品涵盖“康、养、医、护”功能

最高累计可赔付11次

护航湘企扬帆海外
湖南信保去年为近700家出口企业提供出口收汇风险保障服务，

支持出口近42亿美元

科技创新为产业
注入新动能

2月28日， 长沙高新区科力远电池
生产车间，机器人进行电池容量分选作
业。2018年，我省推动产业升级，加强科
技创新投入，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
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培育形成15个千
亿产业集群，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400余
家，较2017年增长40%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突破4660家。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