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 41-1 邮编：410005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0731）84329777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铮铮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庚子年三月廿七
第25511号

2020年4月

星期日

今日8版

19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 月 18 日同津巴布韦总统姆南
加古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
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40 年
来，中津始终彼此信赖、相互支持，双边
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我同姆南加古瓦总统就建立和发展
中津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我高度重视中津关系发展，愿同姆
南加古瓦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
周年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同实现津巴
布韦“2030年愿景”紧密对接，拓展各领
域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更加有力地相互支持。当
前，中方愿同津方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携手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姆南加古瓦在贺电中表示，回顾过
去40年，真诚、团结、共赢、互信是津中
两国兄弟情谊和高水平关系的显著特
点。津巴布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津方将
继续坚定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
验，津方愿同中方加强团结互助，共同应
对疫情对两国合作带来的影响。

习近平同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就中津建交 40 周年互致贺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曾佰龙

位于湘潭国家高新区的湘电风能，车间内4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装车，准备发往浙江省浙能
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今年该公司订单已达到50
亿元……4 月中旬，记者走进湘潭市多个企业和
园区，探访产业复苏与发展的“密码”。该市通过
金融先行，链式发展，企业扶培，实体经济正与春
天同勃发。

金融先行，源源“活水”解企业之“渴”

百“歇”待“复”，金融先行。
在抗击疫情最吃劲的时刻，建行“雪中送炭”，

7 亿元打进了步步高集团的账户，帮助其复工复
产。“这笔贷款创下全国AA民营企业疫情防控债
单次发行最高金额。”建行湘潭分行行长周栋兵
说，目前，建行累计向湘潭新增贷款34.2亿元，全
部投向了企业。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在湘
潭考察企业和项目后说：“我们对湘潭企业、项目
提出的信贷需求照单全收。”

“金融活水”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受疫情影响，
湘电风能的货款回流变得紧张，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邮储银行湘潭市分行定制授信方案，快速完成业务
受理，向企业放款1.8亿元。“拿到这笔贷款后，企业
就可以专心搞生产。今年我们要生产217套风电机
组，运往6个省的12个风场，在‘抢装潮’结束前大干
一场。”湘电风能总经理谭文理说。

当地政府搭台、担保，“金融活水”注入大中型
企业的同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也“雨露均
沾”。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副行长王一凡说：

“如华融湘江银行向湖南康宁达发放我省首笔‘战
疫芙蓉人才贷’信用贷款300万元；中国银行湘潭
分行向华绿农业发放信用贷款200万元，支持企
业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养殖……金融‘暖春行动’开
展以来，支持了722家中小微企业。”

投资拉动，搞活一池“春水”。湘潭市经济研
究和金融办主任刘科说：“根据最新统计，湘潭市
28家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达7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 6.48 亿元。而且，这一数据每天都在刷
新，‘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 ▲

（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一场系统性
大考。无论是保障民生，还是护航企业，疫情当
头，都对区域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大考当前，长沙市雨花区充分发挥居民群众
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街头巷尾、楼栋网
格，党员干部和居民群众团结一致抓好疫情防
控；企业车间、项目一线，齐心协力推进复工复
产。一方有事八方帮助，群策群力排忧解难，这
是雨花区探索建立社会治理新机制出现的新现
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雨花区着力
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逐步形成一个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自治共同体：居民

的事，大伙商量着办，在“议事厅”“庭院会”一起拿
主意；专业的事，借助社会组织的“手”；身边的事，
可在网上“下单”……

发动群众办

社区是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仅仅依靠社区
工作人员显然是不够的。

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湘社区党总支书记许各
利介绍，社区有工作人员10名，其中1人休产假、
2人身怀六甲。疫情防控开展以来，登记信息、上
门排查等工作给社区带来很大压力。

“许书记，我们在社区居住了20多年，街坊邻
里都熟悉，我们来帮社区搞排查。”社区居民骆庆华
与老伴主动请战。在他们影响下，20多名居民也

自发参与疫情防控。“我们2天完成了华盛小区26栋
5222户居民的信息登记。”骆庆华说。

居民参与也各有重点。对商住一体的小区，
雨花区调动居民劝停餐馆和茶楼等门店；对于无
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发
动居民成立临时管理小组，对小区进行管理；对
于开放式小区，由居民分工定人定岗定责，筑起
防控堡垒。对前期按照规定居家观察人员，居民
群众更是开展暖心服务，帮助采购生活物品并送
上门。

“雨花区有3个城际铁路站、5个高速公路口，
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效果，主要就是充分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筑牢疫情防控堡垒，众人拾
柴火焰高啊！”雨花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

（下转3版②）

唤得春风吹柳绿
——湘潭市产业复苏记

引进社会组织，打造网格平台，雨花区探索建立社会治理新机制——

群策群力解民忧

湖南日报领衔记者 张尚武

一窝一窝又一窝，母猪下崽发猪财。
最近，湘潭县乌石镇四美村养猪户周桂双忙得

脚不沾地，他代养的15头沙子岭母猪密集进入产仔
期，陆续产下8窝猪崽。

照看87只“猪宝宝”，周桂双忙碌并快乐着：辛
苦30天，小猪满月，一只可卖2000元，纯收入总共
有15万元左右。

受疫情影响，各地自去年以来猪源紧张，猪价
稳居高位。今年一季度，养猪大市湘潭，养猪户都
铆足了劲，扩大养猪规模。位列“国保”名猪的沙子
岭猪，产能扩张跑在前。

“保住种猪，产能恢复就不难。”湘潭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吴买生告诉记者，沙子岭猪的生猪存
栏、能繁母猪存栏一季度持续增长，分别达到11.6

万头和1.27万头，接近历史正常水平。

产能恢复，母猪“加速跑”

原产于湘潭的沙子岭猪，产仔多、生长快、肉质
好，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去年防非洲猪瘟疫情紧要期，为确保沙子岭种
猪万无一失，湘潭市政府决定，把核心保种场3公里
以内的其他猪场全部迁移，由财政拿钱补助。

分散风险，异地保种。市家畜育种站把200多
头沙子岭原种母猪分发给养猪户代养，母猪仍属于
育种站，产下的仔猪则归代养户。周桂双代养15头
原种母猪，真正捡到了“金元宝”。

“沙子岭母猪，每头可卖1万元钱。”湘潭新湘农
公司总经理李必栋最近电话特别多，远近养猪大户
纷纷找上门。

“买到，就是赚到。”养猪大户宾石其掰着手指

算账，1万元买1头沙子岭母猪，7个月产仔，平均一
窝产10头，猪崽满月卖掉，到手就是2万元。

眼下，外三元杂交猪出栏价每公斤35元，沙子
岭猪出栏价每公斤高达42元，养猪户对喂养沙子岭
猪积极性高涨。

然而，多数规模猪场都是自繁自养，沙子岭母
猪很少外卖，可谓“一猪难求”。

湘潭新湘农公司现有5个万头猪场，每个猪场能
繁母猪存栏500头至800头不等。公司旗下的宝塔
猪场，负责人蒲文杰正在精心照料着500多头母猪。

“猪舍恒温调节，分阶段为母猪配营养餐。”蒲文
杰说，母猪舒适了，多产仔、产壮仔，猪场效益就好。

一季度，宝塔猪场产仔 87 窝，平均每窝 10.6
头，比上年提高0.7头。产下的母猪崽，多数留作种
猪。今年，宝塔猪场已选留400 头母猪，比去年同
期提高30%。

▲ ▲

（下转3版③）

沙子岭猪“抢跑”产能扩张
——养猪大市湘潭生猪生产见闻

4月18日，来自全
省各地的自驾游车队
在武陵源彩色公路上
行驶。当天上午，“体
验锦绣潇湘 拥抱健康
生活”湖南人游湖南暨
仙境张家界健康自驾
游活动在张家界市武
陵源核心景区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相关报道见2版）

经济社会有亮点经济社会有亮点
精准施策看湖南精准施策看湖南

健康自驾
拥抱生活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刘满）我省工业互联网平台用户数
量和交易量持续扩大。省工信厅统计，截
至3月底，全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线上
注册用户逾 6 万个，其中企业用户 4.7 万
户以上；平台连接工业设备超过 200 万
台，接入设备价值超万亿元。

疫情之下，“无接触式”服务火了，智
慧零售站上“风口”。湖南中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智慧零售终端云服务平台，一
季度月均成交 1800 万笔以上，月均交易
额达5000万元以上，服务企业（个体运营
商）逾200家。

全省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设备连接能
力增强，数据处理技术不断突破。蓝思科
技自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现已接入设备
近万台，包括长晶炉、高低压电表、平研磨
机等200种类型。

工业APP培育数量不断增多。截至
3月底，全省重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工

业 APP 突破 1 万个。中南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在汽车、铸造、水泥等特定工业应用
场景，开发新型工业APP数量达2055个，
是我省培育工业APP最多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

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企业制造提质、管
理增效、服务增值。长沙优力电驱动系统有
限公司将原先传统的电池包，升级为具有远
程监测和控制功能的智能物联系统，实现了
低速电动车智能化、网联化，公司由“卖产
品”向“卖服务”转型，成为工信部工业互联
网平台创新应用35个案例之一。

目前，娄底市工业互联网平台、华菱
湘钢企业信息化平台、轨道交通车载设备
在线监测及健康管理云等在建的49个省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建设中。我省11个项目中标工信
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中标金额超
10 亿元，其中大多数项目建设进度已过
半，部分项目有望提前完工。

工业互联网建设稳步推进
一季度全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线上注册

用户逾6万个，连接工业设备超过200万台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段涵敏）
记者今天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该院
通过科学设置、精准规范分诊接诊、全力
保障高效运转等措施，严守发热门诊“前
哨”，1月20日至4月16日，共排查发热患
者4926人，收治留观615人，其中，新冠肺
炎疑似患者226例、确诊患者31例，实现
了“院内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零漏诊、医务
人员零感染、院内零传播”的目标。

发热门诊作为防疫第一战线，承担着
对新冠肺炎患者筛查和初诊的重要任
务。湘雅医院发热门诊分别设成人、儿童
诊室共4间，抢救、留观病房4间，可满足
4-8名患者同时留观救治。门诊区内，医
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分开，清洁区与污
染区之间设置缓冲间。门诊各区域均张
贴警示标识，提示说明咳嗽礼仪、防护用
品脱卸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记者看到，医院入口外部设置了预检
分诊处，对来医院就诊患者及其陪护人
员，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简单病史并测
量体温。根据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评
估患者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诊区划分

为高疑患者诊区和普通发热诊区。据了
解，现阶段预检分诊的主要任务为：排查
境外及湖北地区输入病例或无症状感染
者，以及复工复产复学后的聚集性疫情。
医院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控初级专家组及
高级别专家组，对疑难患者采取三级专家
会诊排查。

湘雅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吴静介绍，发
热门诊实行4小时轮班制，截至目前共抽
调相关专科120 名医生、190 名护士支援
发热门诊；医院成立防控物资组，筹集急
需防疫物资、调集抢救仪器设备予以全力
保障。针对发热门诊岗位风险高、运行成
本高、收入不稳定的情况，医院按平均绩
效向医务人员发放劳务费，按照国家标准
发放传染病防控津贴；设立一线医务人员
住宿休息区，由专门团队负责住宿、饮食
等日常生活保障，开展心理关爱。

同时，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对医院感染
管理遗漏点进行全面梳理，指导合理有效
配置防护用品、规范区域清洁消毒管理与
医废处置、建设专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实
验室等，确保院内环境安全。

湘雅医院严守发热门诊“前哨”
实现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零漏诊、医务人员

零感染、院内零传播

湖南日报评论员

疫情防控不能放松，经济社会秩序恢
复要全面加速，这是当下我们要发力的两
手，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必须适应的常态。
这一点，无论是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还是此前举行的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都有明确要求。

一季度，我省赢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复工复产取得重要成
效，经济社会主要指标企稳趋好，重点行
业企业运行稳健，新兴动能逆势增长，民
生保障稳固有力，但经济循环中还存在堵
点、断点，经济运行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
问题。比如，服务业回升比较缓慢，市场
需求还比较乏力，城乡烟火味还不浓，部
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
就业、增收有难度，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点增多。加速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已
成为当务之急。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两手，但
并不是平行的两手，两者之间具有强因果
关系和正相关关系。疫情防控是经济发
展的“变量”，疫情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经济发展的走势。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的，“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态势”，
能“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
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在疫情形势持续向好的情
况下，我们要珍惜经过艰苦努力形成的战
果，紧紧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加速经济社
会秩序全面恢复。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
泳，经过前期艰苦鏖战，我省业已形成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防联控机制，拥有
较为齐全的物资保障体系和实力雄厚、经

验丰富的医疗救护体系，搭建起涵盖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消费、就业的大数据支撑
体系。我省是全国首个确诊病例千例以
上清零的省份，也是复工复产启动较早、
见效较快的省份。核酸检测比较充分，全
省已连续50天无新增本土病例，无一家企
业因复工复产而发生疫情，无症状感染者
的比例极低并且得到严格管理……所有
这一切都表明，我省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卓
有成效的，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扫清了战
场。只要我们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慎终如始守住机场、车站等“防输入”
的“大门”，把牢企业、社区、乡镇等“防反
弹”的“网格”，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就完
全可以放下心来。

防控是前提，发展是目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
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已经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策略，打出了一系
列政策组合拳，明确了保居民就业、保基
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
要求。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各
项要求，做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
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这道必答题。既戒盲目乐观、保持谨
慎之心，又避免过度紧张、树立必胜之心，
找准发展和防控的平衡点，实现积极进
取、主动有为。

谷雨声声，形势逼人。雄关漫道，任务
如山。唯有将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
取得的防控成果，尽快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能，我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磨难才是值
得的，才能真正在“双战”中夺取“双胜”。

防控常态化，恢复加速度
——一论加速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