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走近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

工程机械之都的光荣与梦想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编者按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16日至20日举行。湖南日报从今天起推出“创新融合发

展———走近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专栏，从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成就、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旅游融合等方面切入，重
点反映湖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成效、文化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等有关内容，全面反映湖南文化改革发展
成果。文博会期间，湖南日报社将组织旗下多家媒体，全方位报道本届文博会的盛况，呈上一场精彩的“文博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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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还有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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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李文峰
见习记者 李永亮

“我们建设的组合烟花全自动
化生产线， 每条年产能可达3亿
元。”5月10日，记者来到“花炮之
都”醴陵市，探访该市正在加快建
设的中国烟花爆竹自动化生产示
范区，中洲烟花集团醴陵金利来烟
花有限公司一位技术人员不无自
豪地说。

中洲烟花金利来公司设在花炮
祖师李畋故里李畋镇凤形村， 自从
2017年建成全球首条第三代组合烟
花全自动化生产线， 至今已发展到7
条，正在上马3条。去年10月24日，省
委书记杜家毫再次来公司调研，叮
嘱企业和当地负责人， 要大力推广
烟花爆竹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促进
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不断做优做强。

荩荩（下转5版②）

凤凰涅槃迎朝阳
———探访醴陵烟花爆竹自动化生产示范区建设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贵）5月11日， 郴州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建蓉介绍， 第七届矿博会首批境
外展品已顺利运抵郴州， 目前在郴
州国际会展中心仓库封存。

本届矿博会，来自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展商将携各自矿物宝
石精品参展， 其中包括世界上已发

现的最大橄榄陨铁(700公斤)、最大
自然金 (90多公斤) 等世界顶级宝
藏。目前，首批境外展品已“漂洋过
海”来到郴州。据中外运空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矿博会项目
负责人肖江介绍， 首批境外展品共
138件，重35吨，来自美国、日本、法
国、意大利等17个国家和地区。

荩荩（下转5版①）

矿博会首批境外展品运抵郴州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刘
勇）省河委会日前发布2019年实施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 要求确保
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
显好转，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达88.3%以上， 湘资沅澧四水干流
及一级支流出境断面水质总体为
优。

要点要求，完成编制“一河（湖）
一档”“一河（湖）一策”，全面摸清
省、市、县、乡河湖底数；推进流域面
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及常年水
面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湖泊划界，
全力推进水利工程划界； 补齐基层
河长制湖长制短板， 着重解决组织
体系、责任落实、人员力量、经费投
入等方面问题， 打通河长制湖长制
落地“最后一公里”。

要点指出， 今年需要突破的重
点难点主要包括： 在加强水资源保
护方面，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 对农村小型水厂实行卫生监督
和监测，完成取水工程（设施）核查
登记；在加强水污染防治方面，要实
现全省18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污水
管网建设全覆盖， 推动畜禽水产养
殖污染防治， 提高城乡污水处理能
力，加强船舶污染治理；在开展水环
境治理方面， 推进洞庭湖水环境治
理规划落实， 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
度，推进不达标断面水质提升，推进
湘赣边区生态环境治理， 健全河道
保洁长效机制； 在加强水域岸线保
护方面，加快河湖“清四乱”专项行
动，开展长江岸线清理和整治，规范
河道采砂管理； 在开展水生态修复
方面，省内4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全
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开展洞庭湖沟
渠塘坝清淤疏浚， 推进小水电生态
环保突出问题整治， 开展小微湿地
保护与建设试点。

省河委会发布2019年工作要点
要求确保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好转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黄
婷婷） 将于5月15日在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的2019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览会，目前已是“众星云集”，
工程机械湘军参展自然更加踊跃。
今天，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携6款
创新机型， 在室外展馆开辟了540
平方米的展位，冒雨布展。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恒天九五
重工本次参展的面积和产品数量
均为其各次参展之最，涵盖了公司
正热销的旋挖钻机、挖掘机、多功
能钻机和非开挖设备等。 展会期
间，企业将进行销售、采购签约，还
将发起成立桩工产品行业专家委
员会。 荩荩（下转2版③）

恒天九五重工携6款创新机型参展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8个室内展馆已开始全面布展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刘登魁） 稳定粮食生
产，粮农增收是关键。省农业农村厅
今年在10个县（市区）示范“再生
稻＋机直播”技术，调动种粮大户积
极性，促进粮食产能提升。

10个示范县（市区）分别是长
沙、浏阳、赫山、道县、临澧、桃源、岳
阳、攸县、麻阳、双峰。5月10日至11

日， 省农技推广总站组织专家团现
场考察长沙县、浏阳市的“再生稻＋
机直播”示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江流域稻作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张
洪程高度评价， 该技术找准了稳粮
与增收的结合点。 湖南农业大学教
授唐启源称，用再生稻取代一季稻，
不仅粮食增产，粮农增收也有保障。

荩荩（下转2版②）

10县（市区）示范
“再生稻＋机直播”

专家评价：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该技术推广前景好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全市性会议同比减少20多个，
减幅在50%以上；以市委、市政府名
义下发的文件，同比减少31%；市级
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由去年174
项压减整合为19项， 精简率达89%；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92起、
151人……这是今年来，郴州市从严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

郴州干部群众反映，目前该市呈
现“四少四多”新气象，即文件少、会
议少、检查少、报表少，联系群众多、
帮扶企业多、解决实际问题多、基层
获得感多。

以“关键少数”带动“大多数”

“开会周”“开会月”“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这些曾是
基层干部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从严整
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郴州根据省

“20条”，出台了12条措施，重点整治文
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滥、过度
留痕、行政审批环节过多等问题。

“这12条措施，就是针对干部群众
反映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痛点’而
制定的。”郴州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下
决心移文山、填会海、减考核、提效率，
为基层松绑减负，为群众多办实事。

如何减负提效？ 各级领导机关和
领导带头是关键。郴州以“关键少数”

带动“大多数”，即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今年3月27日，该市把党办、组织、宣
传等部门牵头的会议，以“六会合一”
形式，召开市委党务工作会议，用时
仅70多分钟， 其中市委书记讲话不
到20分钟，与会的4位市委常委没有
一个发言超过10分钟， 印发的会务
材料比以往薄了一半多。

“去年这样的会开了3个多小时。”
郴州市委常务副秘书长谷坊生介绍，
这次会风务实简洁、文风朴实清新，为
开展“基层减负年”活动开了个好头。

上行下效。4月22日， 安仁县召
开政府全会，研究部署县委经济工作
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 并整合上级
18个专题会一起开， 不发一张纸质

材料，所有与会者扫描二维码获取电
子版资料，节省经费近100万元。

郴州还印发2019年度全市性重
要会议、重要活动、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 市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
项、 应当向省委报告的重点事项等
“五张清单”，非清单内的会议、文件、
督查等，一律“踩刹车”。

不以“痕迹”论“政绩”
记者走访郴州有关区县了解到，以

前很多乡镇、村（社区）迎检时，首先搬出
一摞厚厚的材料，如会议记录本、扶贫手
记及各种各样的表格、台账等，很多是上
级不同的机关和部门印发下来的，为的
是让工作留有痕迹。 荩荩（下转2版①）

减负提效气象新
———郴州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纪实

权威发布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吴映秋

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对
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创新创造，推
动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省
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2017年、2018
年， 湖南文化产业综合指数排名连续
两年稳居第七，影响力排名第六。

改革催生新动能

2018年， 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
先出台《关于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
的意见》， 大力推动全方位全领域创
新。这一年中，全省文化产业整体实
力增强，创新活力充分释放，质量效
益明显增强。

骨干文化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
南传媒和芒果传媒获选第十届“全国
文化企业30强”。

广电出版深化改革继续推进。湖
南广播影视集团、 潇湘电影集团、湖

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三军会师”。湖
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与湖南教育报
刊集团合并重组，中南传媒一般图书
市场占有率跃居全国第二，位列地方
出版集团榜首。

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建设有序
推进。其中，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入
选第三批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 目前有落户企业
286家。2018年全国排名前10
的网络综艺节目中，有8部出自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区制作团
队； 天心文化产业示范园启动

中国长沙·文创设计大赛，被列入2018
年度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服务能力提
升计划支持项目； 湘潭昭山文化产业
园成立专业运营管理机构， 出台园区
管理系列政策；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示范园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实现产
值近亿元。 荩荩（下转2版④）

“文化湘军”活力迸发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孙振华

云开日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4月18日，中联重科高空作业车

新品发布会在长沙举行；4月29日，
三一新一代宽体矿石运输车在沈阳
下线；5月12日， 我国首台出口韩国
的盾构机已运抵韩国港口……

今年以来，我省工程机械行业喜
报频传。在经历前几年的产业“寒冬”
后， 全省工程机械行业已完全“回
暖”。2017年、2018年均交出了漂亮
的成绩单，今年一季度依然保持了强
劲的发展势头：

三一重工销售收入212.9亿元、
净利润 32.2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75.1%、114.7%， 业绩为公司历史同
期最佳；

中联重科营收90.17亿元、净利润
1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1.76%、166%，
其中工程机械板块增长近50%；

山河智能、铁建重工、天桥起重、
星邦重工、江麓机电等企业的盈利数
据也十分靓丽……全省工程机械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大都赚得盆盈钵满。

置身红火的产业，员工们无法忘
怀前几年的产业“寒冬”。

2010年，工程机械成为我省首个
千亿产业集群。也就是从那年开始，湖
南工程机械产业规模跃上全国第一。

其实，产业繁荣之下，危机已在
孕育。

就在全国工程机械行业一路高
歌猛进之时，2012年危机骤然降临：
市场断崖式下跌、产品积压、货款回
笼难、现金流紧张、收入下降、利润下
滑、大批裁员，全国工程机械行业一
时可谓“哀鸿遍野”。

就像是一场绚丽的烟花骤然落
幕。 受益于2008年以后的产业刺激
政策，行业呈现狂热增长；因房地产
和基建项目受控，产业顿时跌至冰窟
窿。短短几年，工程机械行业经历了
由盛转衰的惊心动魄轮回。

业内人士透露，2012至2016年，
工程机械国内市场产业规模比高峰
期收缩了一半以上。

面对产业滚滚寒流，从省里到地

方，从政府到企业，并未方寸大乱，而
是积极寻求出路，重塑产业信心。

镇定，来自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判
断。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不少还处在起步阶段，
工程机械产业的明天有着无比巨大
的想象空间。

镇定，来自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雄
厚的实力。全省工程机械产业拥有近
百家规模以上企业，具备国内70%的
工程机械品种生产能力， 其中挖掘
机、 混凝土机械产销量居世界首位，
桩工机械、掘进机等产品产量居国内
第一…… 荩荩（下转3版）

� � � �从三湘起步到“花开”全球，从市场“菜鸟”到国际领先。满怀产业报国的激情与梦想，抓住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工程机械湘军筚路蓝缕、爬坡过坎，百折不回、奋楫激进。仅仅20多年，湖南一
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

历经风雨见彩虹
———“工程机械之都”是这样炼成的（上）

中联重科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正在吊装“华龙一号”穹顶。（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三一重工设备助建广州“小蛮腰”。（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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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原则底线决不让步
中国有实力应对各种挑战

———业内专家评析中美经贸热点问题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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