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罗毅 严
万达 通讯员 孙存准 李明）永州市商务局
今天透露，永州突出招大引强，培育新引擎
显成效。今年一季度，全市签约招商引资项
目31个，总投资432亿元。其中，省商务厅
认定的500强企业项目4个， 总投资额124
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额均居全省第一。

去年以来， 永州市全面压实招商引资
责任，推行全民招商、主要领导上门招商等
有力举措。2018年， 永州在重大招商引资
平台上签约项目62个， 投资额297.5亿元。

目前，已有59个项目履约，履约率为95%。
其中，省签项目17个，总投资97.7亿元，履
约率100%。 引进500强企业项目29个，总
投资315.7亿元， 引进项目个数排全省第
二，投资额排全省第六。

永州市今年引进的500强企业项目分
别是： 冷水滩区自然韵农茶旅总部经济带
项目， 新田县文体（文旅） 综合体项目及
S345、S234项目建设， 零陵区湖南中航星
永州军民融合产业园， 双牌县国际中医药
康养项目。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
员 陈志群）尽管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影响，今年一季度，长沙依旧交出对外
开放亮眼成绩单。 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额53.9亿
美元，同比增长54.7%。其中出口37.3亿美元，同比
增长81%；进口16.6亿美元，同比增长16.6%。

一季度长沙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明显。据
统计，1至3月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10.1亿美元，
同比增长49.2%，占同期长沙外贸总值的18.7%。
作为全市加工贸易的集聚地，长沙黄花综保区表
现抢眼，1至3月共计实现加贸进出口总额4.74亿
美元，占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7.1%。

一季度长沙实际使用外资稳定增长。1至3
月， 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6.2亿美元， 同比增长
9.2%；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295.6亿元，同比增
长16.5%。截至目前，共有156家世界500强企业
落户长沙。

据长沙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沙今年
通过实施招大引强和外贸“扩规提质”工程，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加快转变外贸外资发展方式，培育外贸竞争
和经济合作新优势，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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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阳仑

4月20日，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枢纽惠
州±500千伏鹅城换流站，一个微胖的身影不
停地穿梭在270亩场地的交直流设备检修现
场，一会纠正违章，一会监督修试质量，以确
保整个工程零违章、零缺陷。

他就是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安全
质量监督专员李晓武。

创新项目，尽解燃眉之急

提到李晓武的发明创造， 在湖南电网乃
至国家电网系统都赫赫有名。

李晓武从事电网安全监督达31年之久，
从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员工成长为国家
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专家。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李晓武技术创新工作室”已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45项、软件著作权6项、各级各类奖项
77项，工作室先后被授予全国能源化学系统、
湖南省及国家电网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示
范点”。

工程建设中，垂直连杆对中的问题，始终
是施工的一道难题。李晓武在安全监督中，紧
紧盯住这一难题，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终于
把握了攻克难题的要领。

2005年，他发明的垂直连杆对中工具，获
得了省电力公司历史上首个自主知识产权。
从那以后，李晓武在工作中对创新充满热情，
2010年在公司工会支持下，组织成立了“李晓
武技术创新工作室”，在班组掀起技术创新热
潮。

2015年，李晓武发现现场检修电力母线线
夹时，环节多、工艺复杂、效率低。他研制出一套

“电力母线线夹加工机”。这套加工机，集中各个
环节的加工流程到一个平台， 形成了一条钻孔
数控化、 抛光电动化、 封装自动化的高效流水
线，节省了70%的加工时间，实现“零次品”，有
效解决了工艺质量和工作效率问题。

李晓武说：“任何不好用的工具、 管理上
的难题，都可以成为创新点，都可以想办法革
新。”

李晓武团队的这些创新项目， 基本上都
是工作中遇到且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 他们

完成的“GW5隔离开关防鸟害完善方案”“互
感器二次接线端子专用工具”“小型变电设备
更换专用装置”等项目，对工程进展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创新灵感，源于工作现场

李晓武创新发明的灵感， 几乎都是来自
于工作现场；现场遇到的技术难题，往往都能
成为他发明创造的题材。

2013年2月，500千伏船山变电站4X24电
压互感器， 需要在35千伏主变母线不停电的
情况下进行更换。李晓武得知这一情况后，认
为有办法解决这一难题。 他带领工作室成员
进行深入研究， 开发了一种针对类似问题的
专用装置。

省电力公司长沙运维分部变电检修一班
使用李晓武创新工作室发明的“小型变电设
备更换专用装置”， 轻松地将200公斤的电压
互感器提升至4米的高度，安全迅速地完成了
三相设备在带电区域的更换工作。

每次到现场， 李晓武的脑子都会不停转
动，他发明创造的灵感也就冒出来了。

他们研制的检修机具小型化工作台，体
积较小、移动方便，日常的钻孔、切割、打磨、
攻丝、焊接等加工，在现场就可进行。如，500
千伏沙坪变电站放电计数器更换、500千伏艾
家冲变电站隔离开关接地螺栓焊接等， 使用
该工作台，均节省42.79%的工作时间。

创新成果，供同行共享

李晓武在创新发明获得的成果， 从不自
我保守，总是在第一时间让同行共享，使其发
挥更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2008年起， 李晓武在省电力公司培训中
心完成了1500多个以上的培训课时。 他的技
术创新工作室以师徒合同、帮扶协议的形式，
签下了多名徒弟，通过讲座、培训、攻关，提高
员工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在李晓武的帮助下，2009年才参加工作
的李佐胜，2010年就通过了变电检修技师鉴
定，2011年获得省电力公司变电检修技能竞
赛二等奖，2012年进入省电力公司运维检修
部任专责，2014年成长为公司重要的中层技
术管理人员。

200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王立德， 参加
工作后就师从李晓武。11年来，在李晓武的带
领下他参加了多项技术创新项目， 多次获得
国网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奖，现
已成长为公司重要的技术骨干。

李晓武和王立德等同事， 共同开发建立
“维护站变电设备图片档案”， 把所维护变电
站的一次设备拍成图片，包括设备编号、出厂
铭牌、设备外部结构等；再根据一次设备的电
压等级、间隔编号、设备类型，对图片进行分
类归档， 成为落实设备主人制的一个创新举
措。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技术水平的提升，
虽与个人接受的教育有关，但不是决定因素；
个人后天的努力才是根本，平凡的岗位上，也
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李晓武的事迹就是最
好的诠释。

■链接

工匠感言
安全是电力生产的生命线， 只有把安全牢

牢握在手里，真心对待安全、用心守护安全、诚
心保证安全，电力发展才能有根本保障。

我作为一个安全监督员， 从技术上千方
百计保障安全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本着这份
执着， 我几乎倾注全部精力进行各种各样的
技术攻关，最大限度地保障系统的运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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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天空湛蓝，青山如画。谷雨时节，记者
来到长沙县果园镇新明村， 一股树木花草
的清香扑鼻而来。

张俊杰从地里扯出一根胡萝卜， 到旁
边水沟里洗两下，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嚼
起来。

“清脆甘甜，熟悉的儿时味！”张俊杰抹
了一把嘴巴说，这里的水没有任何污染，蔬
菜瓜果都远离农药化肥。

2014年，作为长沙县的女婿，张俊杰
来到妻子娘家流转300亩土地， 在长沙县
果园镇新明村打造了一处有山水田园的
有机农庄。

新明村山清水秀，干净整洁。其独特之
处在于四面环山， 很好地保护了村落的原
始品质。

刚开始农庄经营时，种庄稼不用化肥、
农药， 张俊杰被人笑话。“你的菜都让虫吃
了，人还吃什么？”“先让虫吃，再让人吃。”
他笑答。

来新明村之前， 张俊杰在长沙县春华
镇已有过多年的有机蔬菜种植经验， 他的
企业成为湖南首批直供香港的农业企业。

“我真不愿再看到因使用化学农药、化
学肥料、除草剂等，生产出有毒农产品，再
去伤害市民健康。”张俊杰曾经是隆平高科
公司的中层骨干，本科学农。放弃几十万元
年薪，投身有机农业，为的就是食品安全和
环境保护。

除了朴素自然的耕种方式， 张俊杰还
用石、木、土、植物等自然之物作为主要建
筑材料和日常用品材料， 减少人工合成的

化学物品、 金属制品在居住建筑和生活用
品中的使用， 降低不可降解垃圾对地球的
污染。他在新明村打造了一个纯天然的“朴
居空间”，今年2月起已有人入住。

张俊杰有5000户家庭会员，其中不少
是有机农业的忠实粉丝， 理解和支持他的
人越来越多。

他在新明村先后滚动投资600万元，
成本尚未全部收回。有人问张俊杰，投资农
业周期长、见效慢，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
什么？

答案是健康。 他和他的团队都拥有健
康的心态和身体。他们乐在其中，并且希望
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

如今的新明村， 像张俊杰这样的有机
农业专业户有不少。村支两委班子认定“生
态立村、绿色发展”的理念，大力发展生态
产业，促进村民致富增收。

湖南粮食集团高档有机稻种植核心基
地已进驻新明村多年，成立了金霞优质稻专
业合作社、益精苗木种植合作社、万联农业
等专业化组织。全村土地流转近5000多亩。

2017年，新明村成功引进武汉山河集
团，该公司计划投资5.2亿元建设山河健康
谷项目。 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1200亩，今
年计划投资1.5亿元。

2018年，长沙县委、县政府将新明村
列为长沙县综合性改革示范村。 新明村初
步实现集体经济壮大、社会治理有效、生态
文明提质、群众稳步增收的改革目标，农民
由10年前人均年收入3000来元提高到去
年的3.4万元。

“在新明村开辟土地100亩做有机农
业试验，改革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县。”长沙
县国家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区管委会主任何
静宜告诉记者， 长沙县正在新明村建设有
机农业文创园，以“打造有机文创第一村，
示范带动全县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为总体目标，打造集有机农业、文创农业、
智慧农业示范展示、休闲旅游、科普培训等
功能于一体的高标准有机农业文创园，为
长沙县振兴乡村集体经济提供样本。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4月23日， 瑞康医药健康
科技园在长沙市金霞经济开发区开园，这
是开福区“腾笼换鸟”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侧影。

瑞康医药健康科技园是2018年金霞
经开区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 当时由于受
用地制约，项目落地困难重重。金霞经开区
清理闲置土地发现长沙联运物流有限公司
有一地块久未开发, 根据双方实际发展情
况，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助推双方达成闲
置土地的买卖协议，195亩闲置土地被重
新盘活利用。

据了解， 瑞康医药集团湖南公司主营

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疗供应链合伙人整合，
其销售渠道100%覆盖了全省的二甲、三甲
医院，并占领了60%的基层医疗市场，今年
预计能完成产值22亿元，创税6000万元以
上。 该园区将打造成为华南地区具有示范
性的高端医疗企业研发、生产、供应链创新
科技园， 凝聚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高端医疗
人才。预计5至8年时间产值能突破百亿元。

近年来， 开福区大力开展闲置土地和
厂房清理清查， 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向现有
土地挖潜增效，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
转型升级。据悉,2018年，仅金霞经开区医
药板块完成销售额达170.75亿元， 同比增
长7.45%。

安监员成了发明家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安全

质量监督专员李晓武
———记者蹲点见闻

新明村：
有机农业引领乡村振兴

永州招大引强开新局
一季度引进500强项目个数、总投资额均居全省第一

李晓武在国网天顶220KV变电站， 对施
工班组进行现场安全质量管控。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开福区“腾笼换鸟”换来医药产业园

4月24日，长沙市河西通程商业广场，市民在长沙血液中心河西机采小屋参加无偿献
血。该机采献血屋因搬迁于去年5月关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全新亮相，献血屋面积约
50平方米，配备了5台血细胞分离机，可缓解献血者排队等待的时间。献血屋还配置了无线
网络、平板电脑、饮料点心等，为献血者提供卫生、舒适的献血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驾财 摄影报道

一季度长沙对外开放
交出亮眼成绩单

机采献血屋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