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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何清华的人生上半场充满励志
色彩：下乡当知青，进厂当工人，没机
会读大学，自学考取研究生，留校任
教，当教授、搞科研。

但他的人生下半场更精彩：53岁
创办山河智能，20年间， 将其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变为全球工程机
械制造商50强。

9月中旬， 在长沙经开区的山河
智能产业园内，73岁的山河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华接受媒
体采访。 他说，创新对他个人来说是
一种兴趣和擅长。 能够把兴趣、擅长
和事业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事业和国
家的大事业结合起来，在他是一件特
别充实、特别有趣的事情。

与工程机械打交道50
年，53岁办公司

“今年是我接触工程机械的第50
个年头。 ”采访中，何清华特别提到自
己与工程机械结缘的经过。

1969年，何清华作为知青，插队
到益阳泞湖公社农机厂，在这里开始
接触机械与设备， 经常搞一些小发
明。 几年后，他返回长沙，进厂当了一
名工人。

何清华读中学时成绩就很优异。当
知青和工人期间，他一直坚持自学。 因
此，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他迅速
抓住了机会。 1980年，只有高中学历的
何清华，成为了中南大学机械学科第一
位研究生，数学成绩是满分。

4年后，何清华留校任教；由于科
研成果多， 很快又破格晋升为副教
授、 教授。 他将中南大学一个仅3个
人、半间房的课题组，建成了专业上
颇有建树的智能机械研究所，并创建
了工程装备设计与控制学科。

何清华创立的液压静力压桩机
“准恒功率”设计理论和方法，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这个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合作的企业始终不能令
他满意。 最终，何清华决定自己来干。
1999年，他筹资50万元，租下一处闲
置厂房，购买了一些二手设备，办起
了公司。

公司创立之初， 只有一种产品，
就是何清华拥有发明专利的液压静
力压桩机。 这个产品高效节能，颇受
市场欢迎，公司成立当年就实现了盈
利。 山河智能就这样开始生根发芽，
逐步发展壮大。

“先导式创新”，带领山
河智能走向快速腾飞

在何清华的率领下，山河智能走
“先导式创新”之路，聚焦装备制造，
短短20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国
内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之一。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何清华从外
地出差回到长沙，当晚便和公司研发
人员开会，研究技术问题，忙到很晚。

“创新始终是我的兴趣和擅长。 ”
何清华说。

他仍然是山河智能的首席专家，办
公室至今仍然设在研发中心。 只要不出
差，何清华必定要到公司的生产车间转
一转。 他把握公司产品研发的战略方
向， 亲自对公司研发人员提出的新技
术、新概念进行把关。 在出差的飞机上，
何清华会忍不住拿起笔来画设计图。 到
目前为止， 他亲自动手绘图上万张，获
得授权专利超过300项。 令何清华欣慰
的是， 公司一批80后、90后研发力量正
在成长起来，成为山河智能“先导式创
新”的力量源泉。

何清华介绍，前几年，在工程机
械行业持续低迷时期，山河智能苦练
内功，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并在
2016年上半年率先走出低迷，实现逆
势增长，提出了“一点三线”的发展战
略，立足于装备制造领域，推动工程
装备、特种装备、航空装备三线发展。

“我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成长
的，山河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是借助国
家快速发展的大环境。 ”何清华说。

现在，山河智能进入全球工程机
械企业50强、 世界挖掘机企业20强，
产品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 为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不
可低估的力量。

何清华的下一个目标，是山河智
能做装备制造领域“世界价值创造
者”，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装备制造企
业在这一领域作出的新贡献。

�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下午，由省委网信办、省扶贫办、省文旅厅和
湖南日报社主办的湖南省第八届网络文化
节之2019“精准脱贫在三湘”———决战决
胜·全国媒体湖南行，在长沙启动。

近年来，我省以精准扶贫“首倡之地当
有首倡之为”的政治责任感，深入推进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目前，全省现行
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4万人，
年均减贫100万人以上，比前几轮扶贫规划
年均减贫规模翻了一番， 贫困发生率由
13.43%下降到1.49%；贫困县由51个减少至
20个，贫困村由6920个减少至718个，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今年是我省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 举办这次活动旨在营造决战氛围，助
力决胜攻坚。 活动将持续至27日，期间由网
络名人、全国主流媒体记者组成的70人媒体
团将兵分四路，深入岳阳平江、长沙浏阳、娄
底双峰、邵阳市邵阳县、怀化芷江等地采访，
全方位、多角度聚焦我省脱贫攻坚之战。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屈贵全寄语媒体朋
友各显神通，“用一篇篇报道、 一张张图片、
一段段视频，记录下我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 发掘和宣传其中的好故事、好
经验、好模式”。

�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孟姣燕 贺威 颜石敦）今
天，在宜章莽山举办的2019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上，全
省首批特色文旅小镇公布，分别是浏阳市文家市镇、永顺
县芙蓉镇、洪江区古商城小镇、望城区铜官小镇、通道侗
族自治县坪坦乡、岳阳县张谷英镇、龙山县里耶镇、桃花
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长沙县果园镇、新化县水车镇。

首批十个特色文旅小镇按照文化内涵有特色、 品牌
影响有效应、文旅融合有深度、产业发展有规模、服务建
设有体系、管理机制有创新的遴选要求，经市、省层层筛
选和专家评审，最终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 将把建设特色文旅小镇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
举措，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将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文化和
旅游综合收入由2018年的100亿元左右提高到300亿元
以上。

爱国情 奋斗者

半百创业，下半场更精彩
———访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席专家何清华

2019“精准脱贫在三湘”
决战决胜·全国媒体湖南行启动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赵小群 王历晴）9月
18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东方红
校区东方红广场，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党委书记彭小奇、校长童小娇等
校领导和全体学生党员手挥五星
红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优美
的旋律在学校上空飘荡。 该校通过
“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合唱这样的
方式，营造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浓厚氛围。
9月6日清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校领导、 处级以上干部聚集在校园，
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户外红色文化课。
“我们学校校名基石的长度是12.26
米，因1893年12月26日我们的伟大校
友毛泽东同志诞生在韶山， 高度是
1.83米， 因主席的标准身高是一米八
三……”校党委书记彭小奇把校园当
课堂，一路讲解了一个多小时。 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所有道路、楼馆、园林、
湖泊等全部采用杰出校友和革命家
的名字命名，红色文化对师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润物无声。

自建校116年来，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始终坚守师范教育净土，为基础
教育贡献力量。为更好地办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9月1日，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召开了党委会，对学校
主题教育进行了量化细化具体化，明

确了任务、目标、重点。9月9日，彭小奇
再次开会要求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
这次主题教育。 9月10日，学校给师生
人手发放一本光荣册，获省部级以上
奖励的代表45人上台领奖，用身边榜
样激励大家潜心育人。 9月12日至19
日，学校召开了动员会，出台了工作安
排表、学习清单、专题调研实施方案，
快速推进主题教育的开展。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王艳 胡建文） 吉首
大学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 9月11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
式启动后， 学校第一时间成立了以
党委书记白晋湘为组长的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督
导、检查和整改各项工作；成立了专

人负责的工作小组， 制定了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 学校在服务教学、服务
民生方面确定了11个整改项目，立
行立改，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群众利益无小事， 吉首大学把
整改措施落细落小。 音乐舞蹈专业
学生反映实验剧场没有空调、 上课
排练太热的问题， 吉首大学相关部
门马上着手铺设电缆，开通空调；马

克思主义学院反映思政工作缺乏固
定场所， 学校决定将一小四合院改
造为思想政治工作中心； 师生反映
部分教室风扇因故障不能运行，学
校紧急采购100台风扇；石家冲校区
两栋教工宿舍楼顶漏水， 学校立即
安排30万元资金进行维修； 50栋、
51栋公租房空调外机摆放处的百叶
窗插销脱离，存在安全隐患，学校立

即安排经费组织维修、加固；针对市
场猪肉、蔬菜价格上涨，学校及时划
拨伙食平抑基金， 保证了食堂饭菜
价格不上涨。

吉首大学党委书记白晋湘告诉
记者： 我们要突出主题教育的实践
性，坚持边学边查边改；针对检视问
题清单，强化整改措施，落细落小，确
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创新形式，高举师范教育旗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吉首大学：

即学即改 立行立改

全省首批特色文旅小镇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