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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向晓玲

初冬，泸溪峒河两岸色彩斑斓。大山的静
谧中，有一个地方却是“热火朝天”。湖南金昊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 生产车间机器
轰鸣，运料车来回穿梭，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
碌着。金昊科技总经理李代水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的订单排到了2020年1月。

今年前10月， 这家位于大山里的企业交
出了一份惊喜的成绩单： 微细球形铝粉占全
国市场份额的近三分之一， 在微米级铝基合
金材料细分市场上， 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均位于全国第一。 成为国内微细球形铝粉细
分市场的“领跑者。”

科技创新成“制胜法宝”
11月23日， 记者见到金昊科技铝粉车间

工人曾令议时， 他正在宿舍利用休息时间阅
读《电路基础知识教材》。曾令议只有初中文
化程度， 但对车间里的200多个开关阀门、操
作流程烂熟于心。“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科技

创新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淘汰。”已是车间一
班班长的曾令议说。

上世纪80年代， 中科院一个微细球形铝粉
中试项目落户泸溪县， 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年产
量200吨的生产线。当时，泸溪县很多人通过这
条生产线“偷师学艺”，创办铝粉材料加工公司。
金昊科技创办者、总经理李代水就是其中一位。

“公司虽多，但生产工艺陈旧，产品质量
不高，市场话语权不足。”李代水说，微细球形
铝粉是一种基础原材料， 对产品质量要求很
高，很多涉足此行业的公司因创新能力不足，
关停倒闭。金昊科技吸取经验教训，成立之初
便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制胜法宝”。

公司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8%用于科技创
新，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
院校，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组建的
研发团队和技术联盟， 先后获得了11项发明
专利。去年，金昊科技与中南大学联合组建的
“湖南省光伏特种铝粉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通过省级工程研究中心认定。

科技创新让企业活力迸发。 金昊科技生
产的产品远销美国、 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今年，公司预计可实现营收2.8亿元。

转型升级永远在路上
11月24日， 前来参观洽谈的韩国客人刚

离开， 李代水就来到公司新型包覆处理金属
粉体功能材料生产线建设现场。

“作为基础原材料生产企业，只有不断转
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能增强企业的生
命力。”李代水说。即将投产的新型包覆处理
金属粉体功能材料生产线就是金昊科技不断
转型升级的例子。

2013年， 金昊科技与中南大学等院校进
行深度合作，在氮气雾化的工艺基础上，提升
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大幅提高，一
举成为国内最大的特细球形铝粉生产企业。
公司生产的微米级特细球形铝粉被广泛应用
于太阳能材料、油漆涂料等行业领域。

尝到甜头后， 转型升级成了金昊科技发
展的头等大事。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金昊
科技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不断进取。企业
通过改进生产工艺，生产出亚纳米级的片状
铝粉，被广泛应用于高端集成电路上，产品
附加值大幅提升，价格由每公斤20元提升至
50元左右。

即将投产的新型包覆处理金属粉体功能
材料生产线是金昊科技的第三次转型升级，
投产后， 生产出的纳米级包覆铝粉将应用于
高铁、飞机和电子芯片的生产制造。产品附加
值也将再次“跃升”，可由之前的每公斤50元
左右提升至160元左右。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 支付宝的大病互助平台相互宝成立一
周年。数据显示，目前加入相互宝的成员已经
过亿，我省加入相互宝的人数居全国第七位。
龙山县成为我国相互宝普及率最高的县城。

“相互宝”是支付宝App上的一项大病
互助计划。 支付宝用户符合健康要求并且
通过综合信用评估， 就能免费加入。 加入
后，如有成员遭遇重大疾病（范围是100种），
可申请最高30万元的互助金，费用由所有成
员分摊，相当于“一人生病 大家出钱”。 相

互宝互助、普惠的特点，让有大病保障需求
的普通用户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

上线不到一年， 已经有1亿人加入相互
宝， 成为全球最大的互助保障平台。 湖南加
入相互宝的成员中，以80后、90后为主。截至
目前， 相互宝成员已经为525个湖南家庭带
去了希望。54岁的菜农胡友斌，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最早一批加入相互宝的用
户，也是县里第一个接受相互宝救助的人。在
他的带动下，龙山县有超过3万人加入了相互
宝，成为全国加入相互宝人数最多的县。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 员 李 军 何 雷 ）11月 25日闭幕的
2019年全省“守护一湖四水、建设生态强
省”住建行业职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技能大赛决出名次：长沙、株洲、衡
阳获得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团体前三名，
长沙、株洲、湘潭获得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团体前三名。

技能大赛由省住建厅、省人社厅、省总
工会联合主办，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总站承办， 旨在促进全省建设工程质
安系统强化业务学习， 提升依法监管的能
力和水平。自今年4月部署动员以来，经历
了区县培训初选、市州复赛推荐、省厅组织
决赛等三个阶段，先后有3400多人参与初
赛选拔，占系统从业人员90%以上。

一人生病 大家出钱

湖南加入相互宝人数居全国第七位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周秀兰 王月）今年以来，我省各级
医疗保障部门积极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并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近日，我
省又有6家协议医药机构因严重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受到解除医保服务协议、暂停医
保服务、拒付违规费用等处理。

经查，邵阳县五峰铺中心卫生院存在虚
构医疗文书、伪造化验结果单、挂床住院等违
规行为，套取医保基金8.43万元。目前，已追
回医保基金并按照相关规定处以4倍罚款，共
计42.15万元， 暂停医疗保险服务协议三个
月，停止该院医保基金结算和支付业务。

衡南县一源大药房云集店、 车江店和
民兴大药房存在串换药品、 特殊病种门诊
病人实际购药时间与药店录入医保系统时
间不一致等现象。目前，已追回医保基金并
处以3倍罚款，共计17.26万元；同时暂停3
家药店服务协议3个月，取消民兴大药房特
殊病种门诊定点资格。

邵阳县华盛医院将医院康复科承包给

他人，存在虚记、多记康复理疗项目，套取
医保基金行为。目前，已追回医保基金并处
以5倍罚款，共计27.57万元，且暂停该院医
保基金结算和支付业务。

国家医疗保障局飞行检查组在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检查时发现， 该医院存在违
规收费、不合理使用耗材、不合理检查治疗
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目前，已经全部
追回医保基金并处罚金。同时，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已深入开展自查整改工作，并对4
名院级领导及违规科室的15名中层干部
给予通报、党内警告、行政警告、批评教育、
扣罚绩效奖金等处理。

湘乡市东山医院存在诱导患者住院、
违规收费、 过度医疗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行为。目前，已追回医保基金并处2倍罚款，
共计138.63万元。

江华瑶族自治县康复医院存在冒用参
保人信息， 为他人进行住院报账的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行为。目前，已暂停其一个月医
保服务协议， 追回医保基金并处3倍罚款，
共计22.16万元。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我省6家协议医药机构被查处

建设工程质安系统技能“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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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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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湖南中小企业群英谱
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办

金昊科技：大山深处的“领跑者”

打造智能
玩具产业
11月23日，员工在流水线

上生产智能玩具。蓝山县经济
开发区永州星月投资科技有
限公司是该县引进的港资企
业，今年1至10月，生产智能玩
具400余万件， 实现进出口额
7000多万元， 带动当地就业
700余人。近年来，该县抢抓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引进社
会资本建设标准厂房，打造中
国（蓝山）国际玩具产业园，助
推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杨雄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