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次请缨驻村，牺牲在扶贫路上

农行湖南省分行举行龙俊先进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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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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磊

“又解决了一个难题！”11月30日，湘阴工
业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放接到一个电话
后，高兴不已。原来，10月28日，张放得知园内
湖南昱得时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需要过
渡性厂房，便留了个心眼。很快打听到湖南君
德工业地产公司有厂房出租， 张放便通知昱
得时公司前去洽谈。双方一拍即合，张放也如
释重负。

“我们就是要把好政策带给企业、把好服
务送给企业。”张放说。今年来，湘阴工业园在
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出实招，创建了“高
新区妈妈式服务企业”微信群，将园区两级负
责人及128家企业负责人拉进群，鼓励企业随
时反映诉求， 要求园区70名干部24小时在线
服务；同时制订高新区党员考评细则，形成科
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不少企业在群里提出“用工难”的问题。
高新区企业服务部陈举便将各企业招工需求
形成清单式文件，多方寻找劳动力资源。得知

10月17日屈原管理区举办企业招聘大会，陈
举当天带着10家有招工需求的企业前往屈原
管理区。“我们现场就招到了一名叉车工。”湖
南西姆西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办主任周燕告诉
记者， 招聘会结束后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咨
询相关事宜，“园区的‘妈妈式’服务让我们企
业省心、舒心。”

湖南省金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何典钧深有同感。 该公司的物流车进出公
司距离较远，很不方便。6月28日，公司申请再
开一张距离较近的物流门。 由于物流门临近
安置小区，考虑到安全问题，湘阴工业园管委
会主任庞国荣、 党组成员黄光辉等多次实地
考察、商讨，给出折中解决办法，即准许公司
新开物流门， 但必须保证出口处有安全指示
牌、运输时有专人现场指挥、安全事故自己负
责。“预计我们物流车来回运输时间能减少3
个多小时。”何典钧介绍，在园区的支持下相
关手续已办完，近期即可开工。

“妈妈式”服务也有繁琐小事。“我们厂停
电了”“我们也停了” ……10月9日17时25分，

“高新区妈妈式服务企业”微信群里炸开了锅。
正准备下班的企业服务部部长汤余良迅速给
出答复，马上联系供电所，并陪电力员工到现场
排查。排查过程中，他实时告知进度。22时许，排
查出线路故障点；23时5分恢复供电。

8月中旬的一天，可孚智能医疗产业园项目
负责人刘静雅在群里说， 公司上市需要办理证
件，而自己对流程不熟悉。园区招商合作部副部
长江浩获悉后，第二天便到该公司了解情况、收
集资料，为其代办相关手续。11月初，刘静雅顺
利拿到了不动产证、规划许可证等。

今年来，该园区共
为世邦科技、华隆重工
等14个项目完成手续
全程代办，解决项目建
设、 企业发展中的难
点、堵点问题110余个。
截至10月底，园区新增
规模工业企业5家，实
现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44.45亿元。

70个“妈妈”随时答题
———湘阴工业园服务企业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一枚指甲盖大小或硬币大小的电子陶
瓷环，看似不起眼，却是新能源电动汽车中
的重要零部件，以前依赖国外进口。

而现在， 位于娄底经开区的安地亚斯
电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地亚
斯”），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攻关，成为国
内新能源电动汽车的陶瓷部件细分领域龙
头，并牵头起草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陶瓷
密封圈》国家行业标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从“F3DM”到“唐”系列的电子陶瓷零部
件，均由该企业生产。11月下旬，记者前往
安地亚斯一探究竟。

年均增长率超100%，搭乘
新能源发展“快车”

这种小小的电子陶瓷环，学名叫“新型
动力电池陶瓷密封连接器”，在新能源电动
汽车上， 用于动力电池盖板和极柱之间形
成密封导电连接。

“我们在陶瓷环上‘印刷’可钎焊金属，
从而实现高绝缘、 高强度、 高密封、 耐腐
蚀。”安地亚斯创始人、董事长康丁华带着
记者参观生产车间。

先是陶瓷造粒、成型干压、成瓷、精加
工等生产车间， 乍一看与普通的陶瓷生产
厂无异。但接下来的印刷车间、钎焊密封车
间，就是“变身”电子陶瓷的核心所在。

技术人员介绍， 该领域的第一代产品
为玻璃材料， 第二代产品为完全依赖进口
的PFA等高分子材料，但安全及可靠性都
不如最新的第三代陶瓷材料。

经过6年研发，安地亚斯于2012年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成为国内首个将电子陶瓷运
用于新能源直流高压领域的企业。其创新之
处，在于突破了传统电子陶瓷可焊性受材料

限制的难题，并解决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电
池连接及电控技术等安全性难题。

手持“金刚钻”，揽得“瓷器活”。由于安
地亚斯的产品性能稳定，可替代进口产品，
迅速成为比亚迪汽车的核心供应商。从
2012年到2017年，安地亚斯的产值年均增
长率超过100%，逐渐成为国内新能源电动
汽车的陶瓷部件细分领域龙头。

瞄准市场蓝海， 延伸电子
陶瓷产业链

在安地亚斯的产品展示墙上， 合作伙
伴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其中，新能源客
户包括比亚迪、宝马、中国中车等，终端智
能通信客户包括华为、三星等。

透过一台新能源电动汽车的3D分解
图，可以看到电子陶瓷产品的大量使用，如
动力电池陶瓷密封连接器、 储能及充电桩
EV陶瓷继电器、陶瓷功率电阻器等。

“根据估算，一台新能源电动汽车大约
需要1万元的电子陶瓷产品。”安地亚斯董
事长康丁华告诉记者，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从“F3DM”到“唐”系列的电子陶瓷零部
件，均由他们生产。

不过，今年汽车市场风光不再，新能源电
动汽车的增速也有所放缓。业内认为，新能源
船舶、电动叉车、重型卡车将是新的市场蓝海。

今年9月在娄底举办的全省第十届湘
博会上，安地亚斯承办了“电子陶瓷、陶
瓷-金属封接十九届会议暨真空电子与专
用金属材料分会”，其目的在于延伸电子陶
瓷产业链，加强与行业内的交流合作。

目前，安地亚斯的新能源先进陶瓷、电
子通信系列陶瓷、 军工航天陶瓷三大板块
已经成型。康丁华说，要通过资源整合，加
大投资力度，向上下游辐射，力争产业链合
计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

安地亚斯：

电子陶瓷环独步神州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翔）光大银行金融精准扶贫触角
延伸至湘西地区。11月28日， 光大银行湘
西分行正式对外营业。

光大银行探索“产业+金融”的扶贫新
路子，通过下沉设立分支机构，增
加贫困地区金融供给，变“输血”
为“造血”，金融助推贫困地区的
产业、商业做大做强，帮助老百姓
脱贫致富奔小康。 截至10月末，
光大银行在湘累计发放涉农贷
款161亿元，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2.92亿元。

光大银行机构网点覆盖湖
南12个市州，其中在光大集团定
点 帮 扶 的 两 个 国 家 级 贫 困

县———新化县和新田县设有支行。 该行探
索扶贫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 助推县
域特别是贫困县实体经济发展， 支持了新
田“米大姐”、新化“豆王爷”、古丈“茶疯子”
等一批产业致富带头人。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彭铁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如何，三
湘农村干部群众还有哪些期盼？

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在全省展开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民意调查，对26个县（市）
104个乡镇416个村的村干部和群众进行问卷
调查。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湖南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情况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农村
干群高度认同乡村振兴战略， 深切感受到身
边发生的可喜变化， 对实现乡村振兴信心指
数达到99.52%。

超九成六干群表示“成效明显”

根据调查，96.05%的村干部和97.14%的
村民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明显”。

农村干群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 农村面貌不断改善。93.62%的村干部和
89.19%的村民感到“生态环境更好”；89.67%
的村干部和81.64%的村民觉得“村里风气更

文明”；74.87%的村干部和65.90%的村民认
为“产业发展起来了”；97.76%的村民认为
道路交通、饮用水、污水处理设施、电力设
施、 网络设施、 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
“有改善”。

农村居民普遍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比
较满意，其中表示“满意”的占64.55%，“比较
满意”的占31.55%。谈及自己家庭目前的生活
水平，8.30%的村民认为达到“富裕”，51.46%
认为达到“小康”，38.70%认为满足“温饱”，仅
有1.54%认为仍处于“贫困”。

近七成村没有集体企业

调查中，90.94%的乡镇或村表示发展了
产业项目，且基本都在正常开发和运营，但村
集体经济发展滞后，近七成村没有集体企业。
接受调查的416个村共有201家集体企业，
2018年平均利润仅约10万元。

产业发展需要人力、 物力、 财力的支
撑，从本次调查情况看，近3年来，接受调查
的416个村平均每村每年来自政府部门的
各类产业投入 (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为
28.97万元。

村民有“三盼”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省村民有“三盼”。
一盼产业发展促增收。“从调查情况看，

被访村民期望加大政府产业扶植力度， 引入
企业合作发展，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种养业、 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文化体验等产
业。” 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 大部分被访村民希望进一步壮大集体经
济，让村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超过半数被
访村民希望村内产业发展能给村民提供更多
工作岗位。

二盼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
家普遍提出， 基础设施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道路交通、农田水利设施、饮用水和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还需进一步加强建
设医疗设施、教育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交通
设施、村庄照明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

三盼生态宜居环境全面推进。 村民们对
居住环境的改善的需求十分强烈， 认为重点
需要改善入户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房屋周边
整洁美化、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家用卫
生厕所改造和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乡村振兴，农村干群的“评”与“盼”

11月29日， 蓝山县楠市
中心小学少年宫知心屋，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玩团体沙
盘游戏。近年，该县在中小学
校大力推广“知心屋”模式，
通过设置心理咨询室、 沙盘
游戏区、心愿墙、团体辅导室
等，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呵
护学生心理健康， 培养他们
的合作意识、团体意识、沟通
交流与和睦相处的能力。

杨雄春 黄祖将 摄影报道

快乐沙盘
呵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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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张晓明 段雨东）11月28日晚， 农行湖南省分
行在长沙举行龙俊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农行
湖南省分行系统的干部员工聆听了龙俊同志
的先进事迹后，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龙俊原是农行湖南省分行保靖县支行干
部、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第一书记。从2015年

开始， 他3次请缨， 先后在3个贫困村驻村帮
扶，让曾经贫瘠的土地结出累累果实，带领贫
困群众奔向富裕幸福的生活。2019年7月29
日，龙俊在去阳坪村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生
命永远定格在58岁，也定格在他帮扶的3个村
千余户村民心中。龙俊牺牲后，先后被湖南省
委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追授为“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并被评为湖南省2019年“百名最美
扶贫人物”。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
中。我要以你为榜样，并努力成为榜样。” 龙
俊生前同事，农行保靖县支行干部、毛沟镇阳
坪村第一书记何建桦的话音刚落， 现场便响
起了潮水般的掌声。

“我们要向龙俊同志学习。”农行湖南省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陶伟梁说，龙俊在平凡的
工作中展现了不平凡的精神， 为我们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树起了一座丰碑， 是我们永远学
习的榜样。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我们这款机器
人主要是针对小朋友研发的一款高
端的智能机器人，它拥有语音互答、
智能对话、 中英翻译等 10多项功
能。”11月下旬， 在江永县电子信息
产业园湖南中凯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的儿童智能产品生产车间， 公司总
经理阳传红说， 公司从签约到设备
安装调试完毕，仅用了6个月就全面
投产， 现日产智能机器人1万多台，
年创产值2亿元以上。

今年3月，江永县瞄准电子信息产
业的发展潜力， 全力打造一个高标准

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园区规划面积300
亩，建设标准厂房25万平方米。为此，
县委、 县政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筑
巢引凤”营造投资洼地。该县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推行招商引资“十条优惠政
策”，不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和标准化
厂房建设；组织施工队伍加快“筑巢”
速度，短短8个月时间，已建成10万平
方米厂房。同时,积极开展链式招商,县
委常委挂帅组建11个招商小分队，实
行领导带队招商、“中介”招商、以“商”
招商等， 县内41个招商引资服务单位
主动参与招商引资项目洽谈、考察、引
进等一系列工作。 该县把与产业项目

建设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和服务项目
全部纳入了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集中
办理，实行“一站式”审批、“一件事一
次办”服务，为招商引资企业、项目提
供“母亲式”全程服务。

优质的服务、宽松的环境吸引21
家人工智能企业“组团”入驻电子信
息产业园。其中，安登利电子、鸿南电
子、国隆科技等8家自动化程度高、有
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已进驻园区，投
资均在亿元以上。另外13家高新企业
已经签约，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和设备
订购，电子信息产业园预计年产值可
达30亿元以上。

江永：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21家人工智能企业“组团”入驻产业园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晗）近
日，腾讯（长沙）智慧产业总部正式挂牌入
驻湖南湘江新区， 并分别与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长沙市教育局、长沙高新区、长沙
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将自身云计算、人工智
能及大数据的技术与经验优势与长沙市各
产业进行深度合作。

去年11月，腾讯与长沙市政府签署合
作协议， 在智慧城市领域成为重要合作伙
伴。一年来，双方合作项目快步推进，截至
目前， 腾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WeCity
未来城市”、腾讯财付通华南总部等多个
项目落地长沙， 长沙腾讯产业生态建设

初具规模， 城市超级大脑合作项目进展
顺利。

据悉，腾讯（长沙）智慧产业总部正式
启动后， 腾讯未来将加大对湖南的战略投
入，腾讯教育基地、网安基地、文创基地、区
块链应用及产业将会在长沙逐步落地，助
力长沙市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高质量发展。

长沙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长沙将大
力支持腾讯公司在长沙发展，进一步开放相
关领域应用场景， 扩展双方在智慧政务、智
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长沙政府信
息化、城市智慧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腾讯（长沙）助力高质量发展
智慧产业总部挂牌入驻湘江新区

金融精准扶贫触角持续延伸
光大银行湘西分行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