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王晗 实习生 林晨）8月2日，
湖南湘江新区产业服务微信平台正式揭牌上线，标志着新区
在产业资讯、产业招商、产业服务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近几年，湖南湘江新区着力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实
现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作为新区产业服务体
系的新窗口，产业服务微信平台上线后，将利用“互联网+电
子信息网络”进一步畅通政企交流渠道，提高产业服务水平。

湖南湘江新区
产业服务微信平台上线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董劲 石琛 ）“去年底，要
不是天心区科技局及时把科研补助
等经费拨付到位，帮我们渡过难关，
我们企业发展就不会这么顺利。”8
月2日，回忆起去年底那笔近60万元
的科技奖补资金， 长沙阳环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琴依旧记
忆深刻。

前不久， 长沙市天心区下发了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创新
型城区” 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试
行）》，刘琴第一时间拿到文件后，仔
细看了一遍， 心里暗喜 :“几乎每一
项条款，我们都可以申请，天心区对
科技创新的扶持真的接地气， 实打
实。”

8月2日， 记者在这份文件上看
到， 为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有效融合，
政府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以专利
或著作权出质形式，向商业银行申请
贷款，政府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30%给予贴息；在科创板成功上市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300万元；对新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一次性
奖励100万元， 对获得省科学技术杰
出奖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天心区厚植
创新创业“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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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蔡政

7月25日， 记者到大山深处的石门
县南北镇金河村采访， 村里正在将一条
土公路进行硬化。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干
得热火朝天。

这条土公路长10多公里，在山岭间
蜿蜒， 从金河村村部通往该村最远的一
个自然村白竹山， 将沿途其他自然村串
联起来。去年初，土公路修通，结束了常
德市最后一个自然村不通公路的历史。
现在，村里又在抓紧将它硬化。

金河村由5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是常
德市最偏远、海拔最高的村，交通不便，
经济十分落后。如今，不仅路通了，村民
人均纯收入也由2014年不足3000元增
加到去年的8000多元。村民说，村里的
变化离不开一个人———张忠富。

张忠富是石门县文旅广体局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曾被评为全国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先进个人， 获得过全
国查处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个人二等奖。
2016年10月， 张忠富被派驻金河村扶
贫，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他扎根大山，默默奉献，带领村民改变贫
穷面貌，被评为石门县脱贫攻坚功臣、常
德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修通“天路”
在金河村村部通往白竹山的土公路

上，张忠富在指挥施工。他说，白竹山海
拔高、低温来得早，道路硬化要赶在11月
完工。

张忠富告诉记者， 乡亲们早盼着把
路修好。他驻村第二天到镇政府开会，白
竹山8旬老人覃事法走了6个多小时山
路找到他，说他们出去办个事，一天一趟
两头黑，做梦都想修路。

张忠富深感责任重大， 驻村不久
便去白竹山走访。 第一次去有村民陪
同，可山路险峻，中途有人打起了“退
堂鼓”。 村民毛传斌坚持下来， 他说：

“我当时想， 扶贫干部如果能吃这个
苦，那修路就有希望了。”后来，张忠富
先后徒步上山20多趟勘察线路， 鞋子
穿烂了几双。

2017年底大雪封山，张忠富步行20
多公里， 到白竹山开会商量修路的事。

“第一次见到这样不怕苦、 不怕累的干
部。”覃事法立刻捐出多年存下的6万元
钱，其他村民也纷纷捐款，道路动工后还
自发为施工队送水送饭。

去年初，一条拐了10多道弯的“天
路”，越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从金河
村村部通到了白竹山。去年8月，白竹山
村民覃事善在劳动时不慎受重伤， 被车
送医院抢救后脱险。出院后，覃事善见到
张忠富就叫他“恩人”。覃事善说，如果公
路没有修通，只能抬着步行去医院，像他
那样重的伤情，“只怕抬到半路人就清白
(去世)了”。

大兴产业

路修通了，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望着
莽莽群山，张忠富苦苦思索。

村民居住在山上，主要靠种玉米、搞养
殖为生。 因道路不通， 农产品销不出去。
2014年， 金河村贫困户有181户572人，占
全村人口的59%。

张忠富在走访中发现，村里有近4000
亩野茶，村民自产自喝。张忠富请来专家指
导，对野茶进行改造，并发动村里能人成立
合作社、建工厂。村里茶园建起来了，现在
村里茶叶年收入达400多万元，有109户村
民获益。今年，在张忠富奔走下，县经投公
司进村开发“禅茶祖庭园”，未来收益将更
可观。

金河村有养土蜂的传统。 为了提高蜂
蜜药用价值，张忠富引进1万多株五倍子幼
苗在村里栽种，计划连续栽种几年，既作药
材，又为土蜜蜂提供新花源。现在全村养蜂
规模达1200多桶，年收入有120多万元，是
以前的4倍多。

目前，金河村已形成野茶、野蜂蜜、中
药材等产业，村民增收致富门路越来越广，
村里贫困户目前仅有2户未脱贫。

坚守初心

金河村五保户蒋保成每天要到村部看
一看。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来看看
张队长在不在，他在，我心里就踏实。”

蒋保成以前不爱劳动，还经常上访。张
忠富驻村后， 带他去看病， 又给他劈柴过
冬，还动员他搞点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如
今，蒋保成种植了成片的蔬菜，还养了小狗
作伴，人勤有精神。

金河村35岁以上的单身汉有72个，
加上遗留问题多，矛盾复杂，村民信访量
曾占全镇80%以上。 张忠富驻村后，1年
访遍全村378户村民，了解情况、化解矛
盾，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现在，全村实现
了零上访。

张忠富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也很信赖
他。去年，石门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金河
村村民担心张忠富会离开，有76位村民自
发写信摁手印挽留。张忠富最后选择留下。

驻村近3年，张忠富没休过年休假，女
儿患病住院他也没有陪过， 妻子多次送他
进村时，都是流着眼泪与他道别，他自己也
两次病倒在村里。

有人劝张忠富“见好就收”，家人更需
要他，他也是54岁的人了。但张忠富指着
胸前每天都会佩戴的党徽说：“村里脱贫
成果需要巩固，我还不能离开。作为党员，
要坚守初心,应当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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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大山深处守初心
———记石门县金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张忠富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圣景）
8月3日，“遇见浏阳 一眼万年”2019年长沙市“我们的节
日·七夕”主题晚会在浏阳市举行。晚会挖掘改编了千年
古县浏阳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通过情景表演的形式，让
人在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中领悟幸福的含义。

晚会以时间为轴， 分为《关雎》《琴瑟》《梧桐》3个篇
章，情景舞蹈《菊石之恋》讲述了很久以前，浏阳大溪河畔
蝴蝶山下，美丽的姑娘菊花与青梅竹马的花童石坚相恋，
却被父亲老秀才故意阻拦。在菊花仙子的帮助下，他们破
解了老秀才“让满园菊花在一夜之间同时绽放，才允诺他
们的婚事”的难题。然而，见钱眼开的老秀才并未履行承
诺，他收下了有权有势的凌家的聘礼，强迫女儿上了凌家
的花轿。半路上，菊花跳入河中以死殉情，石坚搭救无果，
也跳到河中陪伴菊花。菊花仙子为其坚贞的爱情所感动，
将五彩缤纷的菊花抛入河中， 遂化作了河底晶莹的菊花
石，成为两人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

音诗画《与君别》讲述的是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
之一的谭嗣同。被捕狱中的他，一身正气，慷慨赴死，却唯
独对妻子充满相思与不舍。谭嗣同将最后对妻子的话，写
在这封诀别信中，夫妻恩爱，情比金坚从字里行间流淌而
出，让人为之感慨痛心。

近年来， 浏阳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根本任务，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广泛深入开
展“淳风美德润浏阳”“爱心涌动浏阳河”等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结合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七大传统节日，深入挖掘文
化内涵， 推动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群众生活、 浸润群众心
田，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浏阳，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浏阳：爱情故事跨越千年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琼）8月
3日，第二届“相爱飞天山”七夕文化旅游节在苏仙区飞天
山国家地质公园开幕， 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参与。

本次活动以“觅爱而来·携爱相守”为主题，旨在弘扬飞
天山的爱文化，打造“爱之旅”品牌。通过集体活动，营造浓
郁的浪漫氛围，让大家在轻松、浪漫、温馨中寻找到属于自
己的幸福爱情。同时，也让飞天山成为人们遇见爱情、见证
爱情、成就爱情的圣地。活动分为“相亲大会”“飞天寻宝”
“星空晚会”3个环节。“相亲大会”上，年轻单身男女相聚飞
天山小草原，寻觅自己的真爱；“飞天寻宝”是娱乐与竞技的
结合，参赛者将在活动中，释放压力，感受快乐，欢笑不断；
“星空晚会”不仅有歌手表演、乐队演奏，还邀请了长沙沙影
艺术创始人肖彩霞，通过简洁流畅的沙画作品，现场演绎浪
漫爱情，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盛大的视觉和听觉盛宴。

飞天山是国家AAAA级景区，集山、水、林、洞、佛于
一体，聚雄、奇、险、峻、秀于一身，丹霞美景与寿佛文化交
相辉映，赋予了景区独特的魅力。相传这里是牛郎织女爱
情故事的原发地，拥有浓厚的爱情元素，景区内还有“洗
心池”“睡美人”“爱情谷”“丹霞之心”等奇丽景观，吸引许
多文人雅士前来游玩探秘，也成就了无数爱情佳话。

苏仙“相爱飞天山”
七夕文化旅游节开幕

8月1日，沅陵县二酉苗族乡施溪村，村民在放羊。去年3月，省委办公厅驻村帮扶工作队来到该村，指导村民成立了生态种养专
业合作社，陆续发展生态养羊、油茶开发、钩藤种植、桶装养蜂等产业，并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助力村民脱贫致富“拔穷根”。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邓永松 摄影报道

发展致富产业“拔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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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上接1版）
“要想在前、做在前，不轻易说‘没办

法’。”许仲秋说，这是湘油泵倡导的不言
放弃、勇于创新的企业精神。

几十年坚持，路子越走越宽。如今，
湘油泵每年申报20项以上发明专利，累
计取得国家专利300余项，20余项科研
成果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和新产
品奖。

站在技术最前沿，让人才
尽展其才

最近，身在长沙的蔡皓博士很忙，他
在面试挑选高端技术人才。

蔡皓是湘油泵长沙研究院负责人，
研究院的技术研发团队现在有17人，即
将要扩充至50人。

招聘公告一经发出，研究院即“门庭
若市”。为何这么吃香?
� � � �加入湘油泵3年多的蔡皓说，他从高
校研究机构跳槽过来， 能更好地将研究
成果应用到实际，能大显身手。

创新， 最关键的是有一支优秀的人
才队伍。

在湘油泵， 一线技术人员的工资待
遇普遍远高于管理层，有的年薪高出20
万元甚至更多。

但这并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原因。
湘油泵目前正处于快速上升期，“朋

友圈”高、大、上，市场与技术直接与国际
高端客户对接。而与高端、顶尖的客户的
交流与合作， 是他们接受最先进的理念
和国际前沿技术的重要途径。

“我们引进的不论硕士、博士，还是

已小有成就的“博士后”，都能通过‘走出
去’ 与高端客户合作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和技术，能站在技术最前沿。”许仲秋说，
通过事业吸引人，让人才尽展其才，是湘
油泵又一大优势。

“当然，还要以情留人。”在许仲秋看
来，真诚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才是湘油
泵壮大的“秘籍”。

早在2002年，湘油泵股份制改造进
入实质性阶段时， 多名技术人员向许仲
秋提出想购买公司股份，但是没有钱。当
时非常艰难的许仲秋， 毫不犹豫地从自
己借来的用于购股的400万元中， 拿出
100多万元借给技术人员购买股份，让
他们成为原始股东。

湘油泵的技术骨干队伍自此稳若
磐石。

“精益生产”提能效，心无
旁骛攻主业

湘油泵高精泵类生产车间， 整洁有
序，技术人员与机械臂相互协作，高效运
转。在这里，看不到一件无关的物品，也
看不到一个“闲”人。

这是他们按照严苛标准建设的车
间。

67岁的许仲秋仍清晰记得，10多
年前第一次拜访美国一家发动机公司
的情景。

“我们团队到了之后，有多名高层
领导接待我们， 与我们充分交流沟

通。”许仲秋说，当时自己很纳闷，作为世
界顶尖的公司的高层，每天不忙吗?为何
时间那么充裕，在与我们这个小公司“浪
费时间”?
� � � �后来，许仲秋终于弄明白了。那家公司
有着非常完善的管理体系， 每个管理岗位
只需按流程、按标准工作即可。这样一来，
高层们就很“闲”了。

还有一次，也让许仲秋十分惊讶。他们
的一项设计方案在一家英国客户评审，居
然有14名顶尖的工程师参与， 还有7名在
美国的工程师通过视频电话参与。 而若是
国内客户，只要符合技术参数，两三名工程
师评审即可。

“这些高端客户的管理理念让我大受
触动。”看到巨大差距的许仲秋，提出要创
新管理，“向高端客户学习”的口号。

为了“精益生产”， 湘油泵不惜开出
100万元的年薪， 从日本一家汽车公司请
来“精益管理”专家，为公司制定严谨的管
理、流程和标准。

创新管理出成效。 如今， 公司生产效
能、员工素质均大幅提升，车间人员抓拿工
具几乎可以闭着眼睛。

几十年磨一剑。 目前， 湘油泵在国内
大、 中马力柴油机机油泵市场占有很高份
额， 在民族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几乎实现
全覆盖；发展国内客户50余家，国际客户
20余家，其中不乏康明斯、卡特彼勒、戴姆
勒(奔驰)这些顶尖品牌客户。

“公司壮大了，何不涉足房地产行业，

赚更多、更快的钱?”许仲秋告诉记者，曾有
人给他这样建议，被他严词拒绝。

“一个人或一家企业干事要心无旁骛，
专于精于主业。” 许仲秋坚定地说，要将油
泵事业做得更好，要始终立于潮头，不断创
新，才能成为“百年老店”。

■短评

百艺通不如一艺精
徐德荣

作为一个做配套零部件的企业， 湘油
泵只能算是一个“小媳妇”，却不仅受到“婆
婆”（主机厂）的喜爱，还能拓展全球市场，
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百艺通不如一艺精。几十年来，湘油泵
专攻主业做好零配件，紧盯国际先进技术，
不言放弃、勇于创新，牢牢站在行业前沿。

其实，如果只想多赚钱，他们不是没有
条件，他们也可以搞房地产等。但在他们眼
里，短期获利不是“正道”，如果迷失自己，
将难精通主业，更难成就主业，不可能成为
“百年老店”。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凡是成功的企
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
主业。

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 我们特别需要
像湘油泵这样的企业，始终以创新精神，不
断发展主业；需要像许仲秋这样的企业家，
重视创新，在专长的领域精耕细作，持之以
恒。

为湘油泵心无旁骛、坚持不懈点赞!

“泵”出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