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6月7日 星期四
政治·经济 04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袁薇

名片
� � � � 刘鹏，1991年生，湖南娄底人，现为南
昌铁路局动车技术诊断组组长， 全国铁路
技术能手、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江西省
青年岗位能手，2016年全国铁路动车组机
械师职业技能竞赛全能冠军。

� � � �故事
“各单位请注意，动检三道准备出车”

“A380-2750开始检修”……
5月29日，正指挥动车检修的人，并不

是年长的工程师， 而是一位湖南铁道职院
毕业仅4年的“90”后。

2011年， 考入湖南铁道职院的刘鹏，
并不是一名“好学生”。

在模拟电子课上， 正在睡觉的刘鹏被
老师突然点名，“这名清秀的小伙子， 是不
是昨晚预习课程太晚了，没有睡好呀……”

老师的调侃、同学的起哄，强烈的羞愧
感让他久未平静。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
混日子了。

之后，刘鹏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上课认
真听讲做笔记、遇到难题主动请教老师、提
前预习课程……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大二，所有实训项
目的考试名列前茅，“学渣”完美逆袭。

“他平时话不多， 但对专业十分爱钻
研，泡在实训室经常是一整天。”提起刘鹏，
专业指导老师段树华教授印象深刻。

毕业后， 刘鹏进入了南昌铁路局南昌
西动车组运用所工作。遇见不懂的，他一定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时候，我的师傅、夜
校老师、同事都被我问烦问怕过，有的甚至
看到我就躲。”刘鹏回忆说。

为了弄懂检修工艺复杂的技术， 刘鹏
制作了近300张的动车知识卡片， 每天带
10张，有空就拿出来看。小卡片慢慢被沾
染的油污模糊、被汗水浸得皱巴，知识也钻
进了刘鹏的脑子里。

大到处理受电弓、重联解编故障，小到
一个水龙头的更换，刘鹏驾轻就熟。他还潜
心学习如何分析解决故障，“哪个师傅作业
时，我都跟着，就算只做些递递工具的活，
我都非常愿意。”久而久之，全车的作业流
程就这样被他“偷学”全了。

下班后刘鹏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回顾
当天遇到的故障及解决过程， 仔细思考是
否有更多、快、好、省的解决途径，并将细节
一一记录在案。就这样他有了自己的“武功
秘籍”。就是这股子钻研劲儿，让刘鹏的技
能精进迅速。

2016年，工作刚两年的刘鹏，在江西
省十二届“振兴杯”职业技能竞赛中脱颖而
出，一举夺魁。之后，刘鹏备战2016年全国
铁路动车组机械师职业技能竞赛， 居各项
目综合排名全能榜首。

现在的刘鹏， 是南昌铁路局动车技术
诊断组组长，也是“苏贤达动车教练组”的
老师， 他将自己的经验和绝招整理成了口
诀， 成为了许多从事动车组工作的年轻人
熟悉岗位、掌握技能的“敲门砖”。同时，作
为动车“匠心技能大师工作室” 的一级大
师，他先后参与完成《TEDS综合管理实训
系统》《研制动车组内外显示器检修试验
台》等项目的策划和攻关。

刘鹏笑着说, 这些年来动车就像自己
的爱人，“我经常就在检修库、食堂、宿舍间
‘三点一线’跑，有人说我傻，但我乐在其
中，能时刻陪伴着我所爱的‘人’，难道不是
这世上最幸福的事吗？”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黄利飞）中联
重科今日公告， 拟与北京君来资本共同成立
中联产业基金。 基金规模30.1�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7年期，投资方向为工程机械战略主
业与新经济领域。

该基金将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 订约方
以现金出资。其中，中联重科全资子公司中联
重科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资
本”） 出资30亿元人民币， 占99.67%基金股

权；北京君来资本出资1000万元，占0.33%基
金股权。

中联重科表示， 设立基金将促进公司产
业和金融的协同、融合，完善产业链布局，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充分
发挥“孵化器”功能。

同日，中联重科公告，拟使用自有资金对
中联资本增资30亿元，增资后中联资本的注
册资本由10亿元增至40亿元。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肖畅 祁兵）6月4日傍晚，在经过50多个
小时的艰苦奋战后， 湘江上跨度最大的斜
拉桥———湘潭杨梅洲大桥主塔承台顺利完
成首次浇筑， 由此正式拉开了该项目关键
工序结构性施工的序幕。

由湘潭城发集团铁投公司、 中交三
航局湖南分公司投资建设的杨梅洲大桥
是湘潭建设的重点项目。 该桥是连接湘
潭市河东与河西的重要过江桥梁， 建成
后将大大缓解城区通行压力， 对于湘潭
融入长株潭城市群、 促进长株潭城市一
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主桥采用双塔
混合梁斜拉桥，全长1108米，斜拉主跨宽
658米 。为保护环境 ，大桥采用“一跨过

江”的形式，中间没有桥墩，所以两岸主
塔的建设成了整个项目的重要节点，主
塔承台的浇筑尤为关键。

“我们从6月2日上午11时开始实施24
小时不间断浇筑， 目前第一层混凝土浇筑
顺利完成，浇筑方量约2700立方米。”项目
生产经理告诉记者， 杨梅洲大桥主塔承台
浇筑工作分3次进行， 浇筑方量累计近
8000立方米，预计将于7月中旬全部完成。

“最大的难点是承台大体积混凝土温
度控制，否则将出现裂缝风险，影响承台实
体质量。”现场施工人员说。为此，项目部制
定了“外蓄内散”的综合措施，每个浇筑层
内部布设2层冷却水管，并对每层冷却水管
进行温度监控。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如同巨大磁场，和
临空偏好型企业互相吸引。

6月5日，记者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看
到，使用面积1.3万平方米的专属冷链仓库已
封顶，最迟8月份建成交付使用。这是长沙临
空经济示范区为年年有鱼集团量身定制的海
鲜暂养仓库。此前，该公司已在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内投用了一个6000平方米的冷链仓
库。从仓库开车去黄花国际机场，只要5分钟。

年年有鱼集团去年布局长沙， 迄今已在
临空经济示范区投资3000万元。“国内很少
有综保区离机场这么近的地方。”该集团副总
裁余正东说，中部有家省会城市的机场，从当
地综保区开货车去机场需要40分钟。对于他
们这样的行业，晚10分钟都可能失去机会。

年年有鱼集团已在北美签订包机合同。
航线开通后，黄花国际机场每周将往返3趟百
吨级的北美货运航班。 除了运送公司的产品
进长沙暂养、加工或者分拨到全国各地，每周
还可以运送300吨湖南的货物到美国、 加拿

大等国。为此，年年有鱼集团一年将在空中花
费6亿元的航空运输费用，在长沙搭建起跨境
货物的供应链平台。

湖南八百里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秦卫兵告诉记者， 公司去年底开
通了长沙至越南胡志明市的定期国际货运航
线。航空运输降低了物流成本，节省了时间。
该航线是湖南省开通的首条国际定期全货机
航线，对于湘品飞向世界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对
于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这句口号，余正东、秦
卫兵等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新入驻的企业高
管对此都深有体会。

一年前，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成为
全国第7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省市
部署要求，产业发展秉持“有舍有得”的原则，
在“精准”二字上狠下功夫。招商团队瞄准国
内三大物流运输公司、国际四大物流公司、航
空公司、后勤服务基地，以及临空经济示范区
与长沙经开区有机融合的产业集中突破。先
后引进以厦门航空和奥凯航空为代表的航空
服务业，以顺丰速运、圆通速运、普洛斯物流

为代表的航空物流业，以联通数字阅读基地、百
联奥特莱斯购物广场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等
重大项目29个，总投资超400亿元。

位于核心区内的黄花综保区， 已累计洽谈
项目达200多个，大批企业入驻。自2017年8月
份开始产生首单进出口数据， 当年5个多月完
成进出口总额7.69亿美元，在全省7个海关特殊
监管区中排名第二。

黄花综保区今年将全年招商任务细化分
解为加工贸易、跨境电商、口岸贸易（一般贸易）
三大类。近期全员出动，在宁波、广州、深圳等地
上门招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1至4月，新
增注册企业72家，注册企业总数达到196家，预
计今年1至5月可实现进出口额8亿美元。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下一步将重点瞄准
航空运输、航空服务、外贸加工、外贸进出口展
示和高端研发中心5个主要方向，重点引进3至
5家投资效益好、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临空紧密
偏好型产业或世界500强、 国内500强企业。同
时强化航空客货运枢纽功能、 打造长沙外向型
创新人才集散地、推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建设
高品质智慧航空城。

刘鹏：
“学渣”逆袭为“大师”“走向世界靠蓝天”

精准招商助飞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6月5日，江永县夏层铺镇上
甘棠村，党员干部参观“忠孝廉
节”摩崖石刻。当天，该县县委党
校100余名学员来到“湖南省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夏层铺镇
上甘棠村接受廉政、 勤政教育。
今年以来，该村共接待县内外前
来开展廉政、勤政教育的党员干
部13000余人次。

任泽旺 周月春 摄影报道

廉政教育

中联重科出资30亿元设立产业基金
将投资工程机械与新经济领域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孟
姣燕 通讯员 刘国庆 付姣龙） 今天，2018
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据介绍，节会于6
月6日至7月8日在“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
县举行。

据介绍， 黄花菜作为祁东传统特色农
业产业，已有500多年种植历史。全县现有
种植面积16.5万亩，产值达20亿元，产量和
产值均占全国70%以上， 是全国面积最大
的黄花菜种植基地。2013年8月，祁东黄花
菜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 祁东通过一系列举措引导发
展黄花菜产业， 全县黄花菜产业从产地环
境保护、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加工、电子
商务、冷链物流、产业联盟、品牌及美食文

化、 黄花菜农耕文化主题乡村旅游等领域
引领着产业方向。

祁东县委主要负责人说，2016年，该
县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祁东黄花菜节。今
年，县委、县政府精心策划举办2018中国
黄花菜之乡·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相信
会成为地方农业节会的又一大品牌。

节会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湖南
湘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湘菜报主办，湖
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以“黄
花盛宴·醉美祁东”为主题。将举办黄花菜
产品展示、厨艺比赛、祁东美食抖音小视频
拍摄大赛、美食文化宣传、参观黄花菜产业
基地和企业、黄花菜文化论坛、祁东黄花菜
标准宴研发制作和品鉴会、 颁奖晚会等多
项大型活动。

黄花盛宴 醉美祁东
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启幕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翔）生活缴费贴近百姓，是推动普
惠金融的最佳领域。截至5月底，光大银行
搭建的国内最大开放式缴费———光大云缴
费平台，在我省已上线缴费业务51项；今年
前5个月交易金额达59亿元， 较去年同期
增长83%，交易笔数达3845万笔，较去年同
期增长86%， 主要数据指标大幅领先于湖
南同类缴费平台。

过去， 银行在接入缴费项目等方面存在
着技术等多种难题。老百姓的生活缴费，除了
在缴费单位，就是少数几个银行网点，不同的
费用往往要去不同的地点缴纳。“云缴费”打破
以往各自为政的金融壁垒， 实现支持多家银

行卡缴费， 在不改变客户用卡习惯的前提下，
老百姓可通过“云缴费”足不出户轻松缴费。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相关人士介绍，“云
缴费”连接供需两个开放端，一端整合接入
各类缴费资源，包括全国各地水、电、燃气、有
线电视、宽带、供暖、通信费、培训考试费、停
车费等；另一端开放给代理缴费服务的各类
合作伙伴，包括支付公司、电商平台、金融同
业等，为民众提供全面、优质、便捷的生活缴
费服务。

2017年， 光大云缴费平台用户已达
1.46亿，交易金额突破880亿元，交易笔数
突破5亿笔， 上线国内各类缴费项目超过
2500余项，服务覆盖超过8亿人群。

“云缴费”助力普惠金融升级
在我省已上线缴费业务51项，今年前5个月交易

金额达59亿元，同比增长83%

湘江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
湘潭杨梅洲大桥完成主塔承台首次浇筑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苏莉）孝顺不
但要用行动去践行， 还要用嘴巴去说。 第二
届旺旺孝亲奖词曲创作大赛自两岸开跑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记者从大赛
主办方获悉，两个月来，“旺旺孝亲奖”走进湖
南理工大学等50所校园， 呼吁大家用歌曲来
传唱对亲人的爱。

“我们致力于从校园出发，以说明会的
各种形式向全国各地的青年们传递‘让孝
顺成为一种习惯’的观念。” 大赛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介绍， 历经两个月的校园说明会
活动，“旺旺孝亲奖”走进两岸50所校园，足
迹遍布四川、重庆、吉林、上海、广西等省
（市、区）以及澳门、台北等地，总计吸引近
十万学生参与校园说明会。“旺旺孝亲奖”
还通过全球华人青年最大的创意平台“第
27届时报金犊奖”，面向两岸高校百万余名
的青年学子征集“现代24孝”公益广告好创
意与好故事。

该活动由旺旺集团主办，中天电视、凤凰
网、北京日报、湖南日报等40余家海内外主流
媒体协办。旨在透过孝亲歌曲的创作与传唱，
推广正确的孝亲观念。用歌声传递孝意，以活
泼、创意方式来表达孝顺。凡年满12周岁的两
岸人民与其他地区华人， 以中文词曲创作的
音乐爱好者，皆可报名参加。

传唱对亲人的爱
“旺旺孝亲奖”走进两岸

50所校园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赵莎芬 胡斌超) 南航湖南分公司昨日发
布，南航自5日（出票日期）起征收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标准为10元/人。至此，已有国航、
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恢复征收国内航线
燃油附加费。

这是自2015年以来，国内航空公司再次
恢复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根据南航发布的燃油附加费调整方案，
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儿童
（含无成人陪伴儿童） 和婴儿免收国内航线
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

随着近期油价上涨，并已突破国内燃油
附加费起征点价格线(每吨5000元)，境内航
空公司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已经达到征
收条件。

多家航空公司
恢复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标准为10元/人

湖南日报6月6日讯（通讯员 黄立伟）“这
次通报的案例就发生在身边，引人深思，发人
深省，我们一定以此为戒……”近日，在汉寿
县百禄桥镇干部作风建设整训会上， 县纪委
相关负责人结合近期查办的案例， 给大家上
了一堂廉政教育课。

近年来，汉寿县纪委以灵活多样的方式，
大力开展警示教育， 以筑牢党员干部廉政底
线。坚持警示教育常态化，对查处的典型案例
点名道姓公开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坚
持警示教育制度化， 将警示教育列为各类党
员干部主题培训班内容，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
片、剖析典型案例等，为党员干部划红线、敲
警钟；坚持警示教育灵活化，创新教育模式，
拍摄微电影、微视频等，在潜移默化中提醒党
员干部绷紧自律弦。今年，县纪委已通报典型
案例23起，全县有1800多名党员通过观看警
示教育片、 微电影以及听取案例剖析等接受
了教育，廉政意识不断增强。

汉寿筑牢廉政底线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王文）6月5
日， 位于长沙洋湖片区的湘熙水郡观澜海
赋家园四期 (洺悦城 )刚需房摇号结果引发
网友质疑：12岁的孩子是否符合刚需购房
资格？

6月5日，湘熙水郡观澜海赋家园四期(洺
悦城)8号栋、9号栋、10号栋预售商品房(刚需
优先)摇号开盘，317套房源吸引了1400多位
认筹的购房者。在刚需选购摇号排序结果中，
排第1号的是2006年出生的易某， 今年才12
岁!记者今天获悉，易某已选到商品房。

根据长沙市住建委今年5月23日下发的
《关于实施差别化购房措施操作细则的通
知》，首套刚需购房群体为长沙市户籍的无房
家庭和个人，自签订征收协议之日起1年内的
被征收人以及符合长沙市限购政策的本市以
外户籍无房家庭。

湘熙水郡观澜海赋家园四期 (洺悦城)销
售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严格按照规定来办，
要求购房者先自行提供材料， 经初步审核后
自动录入名录后，他们就认为符合刚需资格。
他们表示，现场有公证人员参与。对于网传的
“黑幕摇号”“内部认购”“关系客户”等提前选
房行为，开发商予以否认。

6月6日，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查询相关信息后发现：12岁的易某，家庭
成员在长沙市区无房， 户籍家庭符合首套刚
需购房条件。该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在审核
易某的个人信息时，存在把关不严的情况，未
按规定将易某父母名字同时录入初审。此前，
易某的父母以易某名义与开发商签署首套刚
需客户资格承诺书及商品房认筹书， 并参与
摇号。在商品房网签系统审核时，易某或将不
会通过购房资格审核。

12岁的孩子是否符合刚需购房资格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回应网友质疑

刘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