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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曼生 李何露 廖蔚佳 李永亮

疫情发生以来，株洲市紧扣“抗疫情、
促发展”主题，深入开展温暖企业行动，从
纾困、减负、赋能三个方向精准发力，为企
业找痛点、通堵点、解难点，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截至目前，株洲市规模工业企业未发
生一起因复工复产而引发疫情反弹的现
象 ，应 开 工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复 工 率
100%，工业生产景气程度逐步提升。

全市上下“一盘棋”
“要激励担当作为，让企业真正温暖在

实处、温暖在宽处、温暖在高处、温暖在深
处。”3月21日，疫情防控关键期，株洲市召
开2020年温暖企业行动动员大会，株洲市
委书记毛腾飞发出温暖企业、共克时艰的

“动员令”。
一声令下，暖企行动向深处而行。
书记、市长率先垂范，带头深入企业排

忧解难。所有市级领导走进企业车间厂
房，现场问需解难。各县市区领导对口联
系企业1038家，干部职工对口联系企业超
3000家。

一场以产业链思维推动全产业链复工
复产的行动立即展开，1.7万余名党员干部
化身“防疫驻企联络员”，以想得细、霸得蛮
的踏实作风，为企业解决问题5万多个，获
得企业高度认可。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企业积极
探索疫情带来的新机遇，努力转型转产升
级发展。千金湘江药业研制生产的“利巴
韦林”一季度产量增长21.7%；中晟全肽针
对新冠病毒研发的药物项目，被纳入省科
技厅首批立项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急专
项，成为全省唯一科研型立项的项目；湖南
中科蓝海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快速检测试
剂盒获得欧盟 CE 认证，成功打入欧洲市
场。今年以来，株洲市有近20家企业转产
防疫物资并出口海内外，企业发展逆势而
上，迎来重大转机。

惠企政策“及时雨”
特殊时期，企业要真正享实惠、得好

处，离不开惠企政策和扶企措施的落实落
细。

2 月 6 日，株洲市政府印发《关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株洲市温暖企业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连夜下发“暖企 10 条”，一系列

“硬核”举措让广大企业看到了春天的希
望。

紧接着，市直各部门单位立足本职，使
出“绝招”。市场监管部门支持个体工商户
复工复产16条、人社部门促进稳定就业17
条、金融部门支持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商
务部门促进消费12条、科技部门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18条、司法部门涉企纠纷法律服
务10条等相继出台。

各县市区也各显神通。株洲高新区率
先在全省出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鼓励引
进“双创人才”八条政策措施》，经开区制定
扶持企业上市（挂牌）暂行办法和支持工业
发展10条，石峰区兑现经济发展奖励1000
万元，醴陵市出台支持外贸企业12条。

一系列“惠企政策”的落地生效，让广
大企业有了克服疫情影响的制胜法宝、有
了恢复生产促进发展的十足底气。

为了让每一条惠企政策都能及时传达
到每一家企业，株洲市通过短信推、专线
询、专家讲、简报宣等方式，持续开展了多
维度、广覆盖、线上线下联动的“疫期新政”
推送活动。今年以来，株洲市不仅为7000
多家企业推送“惠企政策”短信15万条次，
还邀请了 23 个市直部门负责人坐班接听

“企业服务专线”在线释疑解惑，并举办了8
场“温暖企业·共克时艰——新政速递大讲
堂”活动，从政策解读、项目申报、招工用
工、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宣讲惠企新政，吸引
480余家企业现场参与，8.7万企业员工线
上直播互动。

通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
今年至今，株洲市共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收入1.2亿元；阶段性减免企业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7.1亿元、缓
缴18亿元；为562家企业（单位）发放稳岗
补贴4745万元；为承租国有资产经营用房
的345户企业减免租金1971万元；为企业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324 次，减收企业仲裁
费4.8万元；并率先启动市本级产业专项资
金申报，安排4000万元资金支持企业共克
时艰。

纾困解难办法多
疫情突发，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加繁杂

的问题。株洲市通过各县市区、产业链、商
协会等渠道，集中摸底收集了一批企业共
性问题。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
针对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本地市场

开拓”问题，株洲市通过下发《关于加强本
地优质产品推介的通知》，广泛征集本地优
质产品，计划编印《本地优质产品目录》并
配合推动政策助力本地企业的优质产品开
拓市场。

消费市场遇冷，株洲市政府投入1600
万元开展家电、家居、建材等大宗商品促销
活动，通过政府补贴和商家让利，消费市场
明显回暖。

企业呼吁进一步减税降费，株洲市税
务局组建 140 个税收政策服务小分队，落
实税费优惠减免8450万元、出口退（免）税
2.06亿元。

广大企业希望解决融资难题，株洲市
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通
过多种方式推动全市信贷投放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272.8 亿
元，累计发放贷款206.9亿元，运用央行再
贷款再贴现23.2亿元，累计对重点名单企
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1.02亿元。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累计为78803家一
般工商业用户减免电费335万元，为693户
大工业用户减免电费299万元。

对普遍反映的招工难、返岗难问题，茶
陵县通过开展“千人百圩”大招工活动，为
200多家企业招聘员工8000多人，炎陵县
安排专车赴桂东、衡阳等地接回员工1100
多人……

统计显示，到目前，株洲市共收集交办
企业问题 2533 个，办结 2402 个，办结率

94.83%。

为企赋能有深度
5 月 9 日，在株洲市石峰区，株洲市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链长办、株洲市轨
道交通产业协会、株洲市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链企业联合委员会先后挂牌。作为
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生产研发基
地，株洲正以链长制、产业协会、企业联合
党委三方合力的工作模式，形成政、企、校
三方协同发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兵团作
战”的推进机制，加速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集群。

当天，株洲市还举行产业链上中下游
企业合作集中签约仪式，BVV车轴、新型轨
道交通装备总部基地、轨道交通新兴工程
材料基地等 15 个项目现场签约，总金额
107亿元。

从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到极力引
进项目壮大产业链，株洲市为推动经济回
暖，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据统计，截至5月21日，株洲市已共发
布 224 项“温暖企业行动”主题活动，包括
市直部门133项、各县市区91项，通过各具
特色的主题活动，搭建起全方位帮扶企业
的网络。

大项目纷至沓来。一季度以来，由株
洲市商务和粮食局策划的“战疫情、促发
展”招商项目签约主题活动，签约落地重大
项目28个，合同引资149亿元。

企业发展赋能添力。持续16天的“石
峰区万博珑建材家电收费节”主题活动，完
成订单 10536 单，成交金额达 6811 万元，
有力促进建材市场消费增长；芦淞区打造
的线上“超级芦淞服饰节”主题活动，通过

“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品牌店铺”接力，
吸引各路商家参与直播带货，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天元区“第三届神农福地消费
节”，有效促进吃、喝、玩、乐、购五大消费体
验；渌口区“促外贸、稳供给”政银企对接主
题活动，促成了银行发放贷款 6200 余万
元。

爬坡过坎勇向前，跃上葱茏满眼春。
随着温暖企业行动的持续推进，株洲市广
大企业正重拾发展信心，共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以前人多要并排坐，
现在人少了，学生都是单
列，教学和防控都方便。”永
州九中初三年级 1713 班班
主任老师黎璐正挨个给班
上学生测量体温。她说，

“大班额”的消除，让她腾出
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进行
针对性教学。

2017年以来，零陵区将
“消除大班额”工作作为一
号“民生工程”来抓，出台多
项措施，全面消除义务教育
阶段“大班额”。“一方面，制
订了‘消除大班额’工作方
案，建立了‘消除大班额’工
作台账，重点把好招生关，
严控新增‘大班额’；另一方
面，全力加强学位建设，先
后出台多个文件，采取新建
一批、扩建一批、提质一批、

盘活一批等‘四个一
批’的方式，累计投入
资金 20.7 亿元，竣工
学位项目 13 个，新增
学位 3.3 万个。”零陵
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零陵区义
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全
部清零，在永州全市
领先，该区义务教育
阶段平均班额由2017
年秋季的54.5人降至
43.8人。
(张兴国 胡纯亮 杨 赟)

零陵：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全面清零

2月下旬，中车株洲所制造中心首条轨道交通变流器模块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线上，工人在进行模块流水线生产。 涂佳微 摄

戴 鹏 程 钺 吴 珊

初夏时节，行走在株洲一些偏远乡村，
只见大片整齐的蓝色光伏发电板闪亮原
野，崭新的电线、电杆纵横山间，强大、稳定
的电流源源不断流入山寨人家。这是国网
株洲供电公司开展电力扶贫，给老百姓带
来的福音。

2019年，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全面完成
贫困县和贫困村电网改造资金1.23亿元，
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格率提升至99.28%、
供电可靠率达到99.814%。

近年来，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工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统筹推
出电力扶贫组合拳，深入落实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光伏扶贫电站并网结算及驻村帮
扶三大工程，电力支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用电更可靠，
助力乡村产业兴

5 月20 日，在省级贫困村茶陵县湖口
镇妙石村被开垦成梯状的山头上，一株株
油茶树在阳光下生意盎然，枝头新果迎风
摇曳。

“有了稳定的供电保障，我们的果园、
种植基地发展得更好了。”妙石村党总支书
记刘苏仔介绍，为了脱贫攻坚，该村曾规划
了许多产业扶贫项目，但由于电力设备和
线路老化，供电半径大，电压质量差、不稳
定，一些项目无法落实，生产生活用电成了
村民们的一块“心病”。

去年下半年，国网株洲茶陵供电公司
对该村农网改造升级全面铺开。历时半
年，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3.4公里，新增成
套化配变改造台区 4 个 800 千伏安，新立
水泥电杆327根，新架低压线路16公里，接
户线改造5.5公里。

供电有保障，“心病”立马除。新架设

的供电线路直通妙石村油茶基地，茶油深

加工再也不必用柴油发电。该村 6500 亩

油茶种植基地里，还建成了微喷灌水肥一

体化项目。投入210万元新建油茶加工车

间即将投入运转，此举带动当地67户贫困

户120人稳定脱贫。

不仅妙石村，在攸县莲塘坳镇阳升观

村，95户村民因变压器容量翻番，彻底告别

了“一阵亮一阵暗”；国网株洲渌口区供电

公司完成10千伏配网专项整治行动，贫困

村“电力十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国网

株洲供电公司总体营收同比下降，该公司

依旧积极筹集资金2200万元，专门用于贫

困地区电网提质升级。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会把电送到哪

里。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我们要在关键时刻担当作

为，树立行业扶贫的标杆。”国网株洲供电

公司总经理谢运来说。

“阳光收益”不间断，
脱贫致富底气足

“多亏了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让阳光也

卖出了钱，给我们这些贫困户带来新希

望。”5月21日，茶陵县龙上村贫困户邓小

英老人高兴地说道。

而在龙上村，像邓小英这样“挣阳光

钱”的贫困户共有38户。

茶陵县思聪街道大兴村，距离S320国

道不远。村里有几户贫困户，一年收入还

不到 3000 元。在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的配

合下，茶陵县将该村列为光伏扶贫点。

好事开头难。当项目建设队伍来到村

里时，村民们却有不同声音。

原来，按照县里的规划，建设光伏扶贫

项目由村部和贫困户共同出资。建成后，
收益由村里和贫困户分得，每年每户贫困
户能拿到3000元补贴，相当于村民们过去
一年的收入。

“这种事情肯定不靠谱，万一咱们投资
了，钱收不回来怎么办？万一没有这么多
收入怎么办？”得知消息后，不少村民质疑：

“这种好事，村部自己搞不就完了，哪里还
有我们的份……”

供电公司项目负责人没有泄气，他们
拿着资料一家一家走访村民：“你们看，这
是咱们县光伏扶贫投产最早的庙市村项目
情况和国家对光伏扶贫的优惠政策文件。
这都盖着红章子，骗不得人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供电公司的诚恳，
终于打动了村民。一个月后，大兴村光伏
扶贫项目顺利并网。

去年以来，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共受理
完成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并网项目 149 个，
并网容量1.18万千瓦，77个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的国家补贴一分不少，全部到位。

“电力和扶贫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无论
是产业发展，还是百姓生产生活，哪里有需
要我们就会把项目推动到哪里。”国网株洲
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罗志坤说，一块块光伏
发电板，不仅照亮了贫困村，更照亮了贫困
户的美好生活。

驻村帮扶，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我们村环境卫生很差，路两旁没有路
灯，一到晚上走在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村里
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很差。”2017年9月，茶
陵县文泰村村支书第一次见到国网株洲供

电公司帮扶队员任科时，这样介绍。

听了介绍，任科心里不好受。既然与

文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就一定“帮”出

个样子。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国网株洲供

电公司立即行动。

挖坑、竖杆、安装金具、放线……如今

的文泰村，稳定的供电已经通到了田间地

头，淳淳乡间，清风拂面，姹紫嫣红，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

3 月 21 日，国网炎陵供电公司收到了

一面锦旗，锦旗上“真扶贫扶真贫 全心全

意为人民”几个金黄色的大字分外惹眼。

送锦旗的是该公司驻村帮扶村龙凤村

委会。该村村支书表示，炎陵供电公司驻

龙凤村帮扶以来，龙凤村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面锦旗代表了龙凤村全体村民的感

谢之情。

炎陵供电公司自 2016 年开始派驻扶

贫工作队帮扶龙凤村，主动与相关部门对

接，争取资金、项目和政策支持，完善该村

水、电、路、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该

村党组织坚强有力、道路硬化且畅通，已实

现村民住房、饮水安全和用电、通信信号全

覆盖。

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国网株洲供

电公司对 10 个贫困村进行对口帮扶。该

公司还认真履行央企责任，通过项目捐赠

形式帮助茶陵妙石村、炎陵县红星桥村和

龙凤村分别开展道路拓宽硬化、道路亮化

和道路硬化。

同时，该公司积极走访4县1区党委政

府，专题汇报电力行业扶贫工作，听取党委

政府对电力行业扶贫的意见建议，得到了

“充满感情、充满感谢、充满理解、充满期

盼”的高度评价。

近日，桃江县交通运

输局对益阳市一家水泥公

司违规配载行为，依法依

规给予 6 万元行政处罚，

这是今年以来该县对货运

源头企业因违规配载货物

开具的首张罚单。

今年以来，该局高度

重视治限治超工作，周密

部署，精心谋划，积极行

动，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

法形象，注重执法效果，切

实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道

路安全事故发生。为规范

货运源头企业配载行为，

强化源头企业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一超四罚”措

施，该局多次派出专项检

查组，深入全县各货运源

头企业，强化企业源头监

管，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切实提高企业安全意

识、责任意识和疫情防控

意识。在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同时，推行

行政执法事前告知，告知

源头企业关于货物单位超

限超载治理和切实消除安

全隐患的有关法律条款，

要求货运源头企业在复工

复产的同时，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并信守三个

承诺：不得为无号牌、无车

辆行驶证、无车辆营运证、

擅自改装或者拼装的货运

车辆装载配载货物；不得

超过标准装载配载货物或

者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

出厂（场）；不得为超限超

载货运车辆提供虚假装载

配载证明。

该局实行路警联合执

法，以固定检测站为依托，

定点值守与流动稽查相结

合，在全县范围内形成治

限治超网络，使联合执法

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严禁

非法改（拼）装车辆上路行

驶，切实做到发现一台、切

割一台、恢复一台，并与高

速公路管理机构（收费站）

信息互通，多次开展联合

治限治超行动，严控高速

公路入口超限超载车辆上

高速公路行驶。今年以

来，该县累计出动执法车

辆1300多台次、执法人员

5200 余 人 次 ，检 测 车 辆

83973 台，查处超限超载

车辆 465 台，卸（转）载货

物 7240.4 多吨，收缴非税

收入320余万元，切割“马

槽车”32台，吊销道路运输

证 3 本、从业资格证 9 本，

使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

顽疾得到有效治理。

下一步，该局将加快

实行科技治限治超，将建

设不停车检测系统 7 套，

覆盖县域内主要国省干

道，变“人防”为“技防”。

同时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

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以“零容忍”态度向超限超

载行为持续“亮剑”,确保

辖区内道路安全，助力蓝

天保卫战。

（苏胜林 夏建民）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纪实

“电”亮脱贫路

爬坡过坎勇向前
——株洲市多措并举暖企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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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扶贫光伏电站运维技能和电工基础培训班的现场，运维专家
正在为学员讲解光伏发电站的设备结构。 陈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