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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近日赴浏
阳高新区、浏阳经开区、长沙高新区、宁乡
经开区等地，调研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他强
调，长沙要不断深化智能制造，特别要推动
传统产业不断提质升级， 为长沙加速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内生动力。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数控消磨设备及智能装备研发、生
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多年的自主
创新与技术积累， 其研发的机床产品数控
化率已达100%。胡衡华希望企业进一步做
专产品、做大规模，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利
用资本杠杆促进企业加速发展。

在盐津铺子食品公司， 原有400名工
人生产的面包车间， 经过智能化改造后只
需30人；阿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绝味鸭
脖系列产品通过“绝味云”，从生品拆包-
解冻-卤制-包装-拣配-发货,实现了全自
动化流水线生产。

近3年来，长沙有330家市级智能制造示
范企业、20多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和专项
项目、3万余家“上云”企业。胡衡华说，在长沙
智能制造发展完成“点线面”布局的同时，要
进一步激励企业大力开展智能化改造， 以优
良的营商环境、积极的创新氛围，持续深入推
进智能制造“长沙模式”不断升级、深化，为长
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深耕智能制造中持续发力
胡衡华调研长沙智造示范企业

湖南日报上海11月6日电（记者 刘永
涛）今天，副省长何报翔在上海先后会见了
来华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波兰总理
办公室主任苏斯基、 罗马尼亚经济部长奥
普雷亚、 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
主席多马涅夫斯基。

何报翔向客人介绍了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他说，湖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已形成集铁路、航空、水运、高速
公路、 轨道交通等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
体系；有机械、石化、食品、有色金属、轻工、
冶金、建材、电子信息等11个千亿产业。湖
南与波兰、罗马尼亚、白俄罗斯的传统友谊
深厚，希望合作双方找准契合点，发挥各自

产业优势，在国际物流、双边贸易、文化旅
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相互投
资规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深度合作。

以进口博览会这一历史盛会为契机，湖
南迎来更为广阔的开放合作空间。 苏斯基表
示，波兰与湖南交流密切，互动频繁。今年9
月， 湖南非遗文化交流周在波兰华沙精彩上
演，受到当地民众喜爱，期待双方在经贸、文
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奥普雷亚说，罗马尼亚与
湖南在生猪养殖、 屠宰加工以及铁路装备等
方面有良好合作， 希望两地合作领域进一步
扩大。多马涅夫斯基表示，中白工业园是两国
合作共赢的典范， 期待与湖南签订合作路线
图，更好地推进双方合作项目落地。

何报翔会见
波兰罗马尼亚白俄罗斯客人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陈昂昂）
昨天， 省政协召开2019年提案征集座谈
会，省政协副主席贺安杰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第7次座谈
会主要精神；省发改委等10个提案承办单
位负责同志通报了本单位明年工作计划和
提案选题建议，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汇报了提案选题建议，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
府办公厅相关负责同志发言并对做好提案
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贺安杰希望进一步在提高提案质量
上下功夫，推动提案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

展， 从而进一步助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关注民生，提高选题的精准度；深入研
究和分析问题，建议要有可行性，撰写要
规范，真正做到“建言建到点子上，议政议
到关键处”。充分发挥党派、界别、专委会
优势，增加集体提案的比重；加强提案工
作的协商，善于利用政协提案推动相关部
门的工作； 要严格提案立案审查把关，细
化提案审查立案标准，不符合标准不予立
案。进一步提升提案工作服务质量，促进
提案工作提质增效。

促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
省政协召开2019年提案征集座谈会

11月6日，猎豹汽车长沙公司焊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在繁忙运转，机器人灵活、
准确地焊接车身。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从简陋厂房到现代化车间，从人工操
作到智能化生产。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
工业生产不断迭代更新，随着时代发展、科
技进步，机械化生产、智能化车间系统替代
传统的人工作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近日，省工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
湖南省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51.94亿元
跃升至2017年的1.19万亿元， 增长89倍。
汽车产业发展迅速，2017年我省汽车产量
突破100万辆。

工业生产：从“人工”到“智能”

1987年12月15日，长沙县回龙客车厂，技术工人在作业。（资料照片） 谷一均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黎雄

11月5日，全球瞩目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拉开帷幕。

我省抓住“进博会”契机，连日来在上海
与波兰、罗马尼亚、英国举行多场经贸对接活
动，谋求合作多赢，大力提升进口发展水平。

“‘进博会’ 是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博览会， 是我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
大政策宣示和行动， 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
一大创举。”11月6日，出席经贸对接活动的副
省长何报翔表示，“进博会” 是我省融入全球
市场、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的一次重要机遇。

多家湘企签下合作大单
湖南高桥大市场负责人罗晓这几天格外

忙碌。借着“进博会”东风，她带着30多人的采
购团捕捉商机， 目前已经和多家客商达成协
议。其中，与波兰沃斯集团签订全脂牛奶进口
协议，波兰农产品将首次直接进入湖南。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聚焦国际日用百货产
品， 与罗马尼亚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红龙集
团签订了战略协议。 博深实业集团海外事业
部负责人戴莞群表示，“进博会” 提供了一个
集中了解外商和高科技的窗口， 将为他们的
多元化发展装上“助推器”。

“‘进博会’为波兰企业提供了一个打开
中国市场的机会。”11月6日，波兰投资贸易局
驻上海外贸主管梦妮告诉记者，“进博会”期
间有80多家波兰企业来到中国，涉及食品、化
妆品、珠宝、汽车零配件等多个领域，已达成
多项合作。

当天，“进博会” 湖南交易团在上海举行
中东欧经贸推介暨商品采购对接会，步步高、
佳惠百货等多家湘企与波兰、 罗马尼亚两国
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省商务厅副厅长周越介绍，湖南与波兰、
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合作日益密切。 今年
前三季度， 湖南与波兰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65亿美元，同比上升46.89%。此外，湖南还
与波兰签署了波兰中国（湖南）工业园等多个
重要经贸合作项目。

湖南已开通直达波兰的铁路货运快线，
开通了直达欧洲的多条国际客运航线。未来，
湖南与中东欧地区将在国际物流、双边贸易、
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
深度合作。

以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
阿斯利康是跻身全球前列的制药巨头，

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自1993年进入中
国以来， 阿斯利康将多个疾病领域的约30种
创新药和6个原研肿瘤药带到中国，在中国
累计投入7.5亿美元用于创新药物研发。在
湖南-英国经贸推介暨商品采购对接会上，阿
斯利康与湖南省肿瘤医院签署了洛赛克等药
品的采购协议。

“开放崛起的湖南充满市场机遇！” 阿斯
利康中国执行总监王海勇表示， 湖南是该公
司重点拓展的区域， 希望双方进行更广泛深
入的合作。“进博会”期间，阿斯利康重点展示
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打造的诊疗一
体化全病程管理解决方案。

英国是湖南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国家。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从英国进口7345万美元，
同比增加23.3%； 实际使用英国外资1.9亿美
元，同比上升151.8%；截至9月，经商务部门核
准在英国开展境外投资的湖南企业共有18
家，投资总额1.34亿美元。

湖南明和集团是一家集文化装备研发制
造、 智能化声光电系统集成及文化旅游服务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此次参加“进博会”

满怀期待。“我们正抓紧与英国等国外企业洽
谈， 准备引进该企业领先的文化创意技术及
专业服务。” 湖南明和集团副总经理常青透
露，“走出去引进来”已是公司发展重要战略。

“进博会”开幕以来，湖南交易团举办多
场对接会，推动我省与国外政府、企业、行业
等层面开展更多合作， 以开放推进高质量发
展。

提升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
今年1至9月， 我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076

亿元，增长25.1%；其中进口772.6亿元，同比
增长28.52%， 进口增速居全国第四、 中部第
二。我省进出口特别是进口贸易水平，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

省商务厅副厅长周越表示，“进博会”是
一个“买全球”的开放性盛会，有利于扩大开
放水平。我省在盛会期间举办多场推介活动，
将对湖南进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加
大我省融入全球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推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 我省已全面打通湘欧国际货运铁
路快线、国际航空货运、国际水运和国际多式
联运等多条国际物流通道； 全面增强工业园
区、综合保税区、口岸物流园区等开放平台服
务功能， 全面推进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中国
（长沙）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中非经贸博览
会、汽车平行进口等重大开放项目加快落地。
一系列举措，为各国产品进入湖南、湖南产品
走向世界畅通了渠道。

利用好“进博会”平台，增强我省在国际
贸易中的综合竞争力。 此次我省2700余家参
会企业采购的重点， 主要涉及消费电子及家
电、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智能及高端装备等领
域，将较好地展示湖南经济活力。

湖南兵器
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展品数量多达157种，
一款手枪首次面世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肖军勇）今天，备受瞩目的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珠海航展）在珠海
市开幕。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以下简称湖南兵
器）携系列新型武器装备，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作为配套体系最全、 产品种类最多的地方
军工集团，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展厅共分为狙击
武器区、榴弹发射器区、迫击炮区、遥控武器平
台区、智能弹药区以及军民融合区，产品类型涵
盖常规兵器、光电火控、遥测感知、无人平台、增
材制造等多个领域，展品数量多达157种。特别
是轻型高精度狙击步枪、LG5A型40毫米空炸
榴弹发射器系统、察打一体化无人机、系列化巡
飞弹药等装备，成为展会的明星产品，受到广泛
关注，并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洽谈。

这次，湖南兵器轻武器研究所研制的NP7
型9毫米手枪是首次公开亮相。 它是一款标准
型手枪，采用9毫米口径，具有安全性好、可靠
性高、精度好等特点，主要针对外贸市场。

湖南兵器以集团化形象、丰富的武器装备
登台亮相，开创了湖南兵器参加国际航展之先
河。其参展产品之多、技术之先、体系之全，充
分展现了湖南兵器工业的雄厚实力，为湖南兵
器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孙敏坚 ）
贫困户尹显铸没料到， 在稻田里套养稻
花鱼和青蛙，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再通
过驻村工作队创办的“醉美椒林”微信公
众号卖农产品……今年秋天，他家的1.4
亩试验田就赚了1.2万元。“一亩田几份
收入， 还是你们省城里的工作队有办
法。”老尹蹲在稻田边，冲着太平洋人寿
湖南分公司驻洞口县椒林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严柏洪笑开了花。

太平洋人寿湖南分公司驻椒林村工作
队的举措， 是中央驻湘单位倾情参与湖南
扶贫的一个缩影。精准扶贫路上，各中央驻
湘单位从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
援助，助力湖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湖南上一轮（2015-2017年）驻村帮
扶工作中，共有33家中央驻湘单位参加扶
贫。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驻湘单位共安排资
金1.26亿元，协调部门资金1.83亿元，帮助
驻点村成立合作社43个，开展特色种植3.2
万亩，村级集体收入增加240多万元，实现
4355名贫困人口脱贫。

各单位工作队利用自身优势条件，通
过扶持引进龙头企业、 成立农民合作社等
方式，探索建立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努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湖南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3年来投入900多
万元，撬动资金8000多万元，在驻点村实
施扶贫项目28个， 帮助村里发展了烤烟等
六大产业， 驻点帮扶村工农业总产值今年
可望突破1个亿，村民人均收入6000元。国
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发挥金融部门优
势，联合相关部门签订《大湘西地区文化生
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提供贷款30多亿元，目前已建成12条
精品旅游线路， 有效助推了大湘西地区旅
游业的发展。

本轮（2018-2020年）驻村帮扶工作
正式启动后，中央驻湘单位继续坚持讲政
治、顾大局、敢担当，把最能打仗的精兵强
将派到脱贫攻坚第一线。今年初，共有77
家中央驻湘单位选派了77支工作队、231
人参加扶贫工作。入驻以来，各工作队充
分发挥各单位的人才、资源、信息、技术、
市场等方面优势， 推动帮扶村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取得初步成效。中国电建中南
院扶贫工作队进驻花垣县老天坪村后，先
后派出测绘、地质、规划、建筑等专业配合
工作队， 编制了符合村情的3年脱贫攻坚
规划，为当地理清发展思路。

“进博会”，提升湖南进口水平 四千余名贫困户“摘帽”

中央驻湘单位
倾情助力湖南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袁毅

“以前，一台整车的组装下线要用180秒。
通过技术改造，现在只用80多秒就能完成。”11
月2日，长丰集团永州公司总装车间主任唐国斌
自豪地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公司组织党员
立项攻关，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17年，公司
产能提升攻关项目组的党员干部利用休息时
间，先后数十次对车门线、合装线、整车线及滑
板线进行改造，改良31处发车信号开关，改造9
处生产线运行轨道， 增加4处快链积放工位，顺
利破除了制约产能提升的瓶颈。

组织党员立项攻关， 这是长丰集团进行
技术创新、提质增效的一大法宝。各子分公司
以党员立项攻关为载体，发挥共产党员在“急
难险重”任务中的主力军作用；攻关课题逐渐

由初期的挖潜降耗、修旧利废向质量攻关、精
益生产方向拓展，效能显著。

长丰集团永州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钟志康介绍，仅近3年，公司组织党员骨干完
成的攻关项目就有158项， 其中3项荣获全国
QC（质量控制）成果一等奖，为公司创造经济
效益超过1000万元。

长丰集团前身是一家军工企业， 自创建
之初，就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光荣传
统，夯实车间（部室）党建阵地，60多年来，这
个传统一直没变。

长丰集团党委副书记黄雁峰介绍， 公司
每个生产车间都配有专职党支部书记， 重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组织的凝聚力

向心力不断增强。 通过广泛开展“党员示范
岗”“党员立项攻关”等活动，党员带头苦干实
干，率先攻坚克难，带动广大员工苦练技能，
掌握新技术新工艺，为公司降本增效、提质增
速贡献智慧与汗水。据统计，集团在职党员中
70%以上已成为管理和专业技术骨干。

各生产车间党支部把抓成本提质量作为
党员立项攻关的重心，支委会、党小组会放在
生产线的班前班后会上开， 既抓党建又议生
产。通过组织产品研发部门党员立项攻关，长
丰集团自主研发设计的首款全新城市SUV车
型猎豹CS10，综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自
上市以来销量一路高歌猛进，2017年5月斩获
“湖南省首届产品创新奖”。

� � � �长丰集团强化党建服务生产经营， 发挥共产
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主力军作用———

党员立项攻关挑大梁
加强国企党建 打造“红色引擎”

�荨荨（紧接1版）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以占全
省1/7的土地面积和1/5的人口总量，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占全省GDP总量的43.86%， 成为我
国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城镇群之一。全省初步形
成了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主体，岳阳、郴州、怀化
为增长极的“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

住房建设规模大幅增加，全省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从1978年的3.9平方米提高到2017年
的46.5平方米，新建住宅小区物业覆盖率达到
97%。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10.5
平方米提高到2017年的63.52平方米。当前，适
合湖南实际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正在加快构建。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召开全省公安交通管理重点工作视频
推进会，会议要求，全省公安交警要统筹
推进农村保平安、高速控风险、城市保畅
通，全力做好年终岁末道路交通安全重点
工作。

今年以来，高速交警累计检查登记客
车和危化车23万多台次， 现场纠违12万
多起，吊销驾驶证323本，对3237本驾驶
证一次记12分，降级驾驶证1032本，侦办
195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打击处理非法
载人近4万起、 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8万
多起、违规拖拉机上路行驶1.5万多起，无
牌、报废车上路行驶2.7万多起，查处城市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近140万多起。全省交
管业务“放管服”改革共减免机动车业务
申请材料185万多份、一证办理车驾管业
务65万余笔、 自助服务终端处理交通违
法136万多起、 累计网上办理业务2.55亿
多笔、 设立社会服务网点375家， 建立警
邮、警医邮服务网点100多家。

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端隐患清零、中端
严管严控、末端倒查问责，要拓展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深度，年底前，要实现90%的
县级车管所可以办理小型汽车登记，60%
的县级车管所可以开展小型汽车考试。

会上，高警局株洲、郴州支队和衡阳、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4个单位作了典
型发言。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会议作出部署

全力抓好年终岁末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