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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邹靖方

5月27日7时许，高铁长沙南站。一支英
姿飒爽的女子“军团”走进了站台，准备值乘7
时38分发往香港西九龙的G6113次列车。

1个多小时后，另一支同样全由女乘务员
组成的精干队伍，也将从长沙南站出发，值乘
9时发往北京西的G84次列车。

一南一北的这两支女队， 来自中国铁路
广州局集团长沙客运段高铁动车一队。 这个
有着400余名员工、100多个车班的大“部
队”，自2016年9月组建以来便连立“战功”，
先后荣获广州局集团先进车间、 全国工人先
锋号等荣誉。

这其中，由列车长李欣悦带领的“高铁姊
妹花”班组、列车长陈沂带领的“和为贵”班
组，全部由女乘务员组成。她们以良好的形象
和优质的服务屡获旅客称赞， 成为车队最亮
丽的风景线。

“高铁姊妹花”：微笑服务是
“看家本领”

“欢迎各位旅客乘坐由长沙南开往北京西
的G84次列车……” 27日9时，列车长李欣悦的
温馨话语萦绕于G84次车厢的每个角落。

80后的李欣悦已在列车长岗位工作10
年，多次被集团和客运段授予十佳列车长、先
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她的“武器”很简单：微笑。
“先生，行李架上的行李还可以放里面一

点， 小心别掉下来了。” 在车厢中巡查时，她
发现一件行李箱露出了一截在行李架外，于
是微笑着向旅客提醒。

原本坐着不想伸手的旅客， 主动重新调
整了行李位置。

“一个拳头打在墙上和打在棉花上，效果
分别是怎样?”李欣悦说，一个微笑就如一团
柔软的棉花，在无形之间化解了矛盾。

微笑，既是“高铁姊妹花”班组的看家本
领，也是她们送给乘客的最好服务。

班组“新兵”冯亿琳回忆，自己在一次值乘
时，发现有旅客把脚放在小桌板上。如何及时
劝阻这种不文明行为， 又能顾及旅客面子？经
列车长“支招”，她悄悄地走近这位旅客，蹲下
身子，在旅客耳旁轻声提醒：“您好，麻烦收一
下脚。” 在轻言浅笑间， 那位旅客马上收起了
脚。

“如果遇到列车晚点，我们更需要以微笑
面对旅客。”“高铁姊妹花”班组2组列车长刘
怡辰介绍，4月21日，京广高铁因赤壁北站设
备故障，造成列车大面积晚点。当时，刘怡辰
值乘北京西返回长沙南的G505次列车，在途
中临时停运了。

为什么停车？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通行？旅
客焦躁的心情化成了一个个问题， 抛向乘务
组。

“当面对无数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尽力微
笑回答， 希望用最好的服务安抚旅客情绪。”
刘怡辰说。

巡视车厢、检查车票，从清晨到深夜完成
一个班，这群“姊妹花”这一天在车厢里往返
走近2万步，随“复兴号”奔驰3000多公里。

从早上9时值乘G84长沙南站开往北京
西站，到晚上值乘G505次返回长沙南站的时
间是22点30分，她们一天在列车上连续工作
13小时30分。

近年来，“高铁姊妹花” 班组先后荣获集
团公司巾帼标兵岗、 全国铁路先进女职工集
体、全国铁路系统“火车头奖杯”等荣誉称号。

“和为贵 ”：“跨境之师 ”树
高铁新形象

2018年9月23日，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
通，长沙首次开通了直达香港的高铁。

值乘长沙南-香港西九龙高铁列车的乘
务组，从开通第一天亮相，就凭“高颜值”“高
素质”刷屏了各大媒体和朋友圈。

车队为西九龙线提出了“家和万事
兴———好”的服务理念，并给这支“跨境之师”
的6个班组分别取名为：家乡美、和为贵、万户
孝、事业顺、兴良善、好愉悦，寄望一路和谐，
人和业兴。

“他们经过严格选拔，是优中选优的高素
质人才。”长沙客运段高铁动车一队党总支副
书记兼工会主席杨振宇介绍， 值乘西九龙线
列车的乘务员除了具备高素质服务水平外，

还能流利地说英语、粤语。
在“和为贵”班组，乘务员朱倩可谓一位“外

语达人”。她在大学就读英语专业，通过了专业
八级考试， 毕业后考取了长沙客运段的客运岗
位。 她以流利的英语、 精湛的业务和热情的态
度，为境外旅客提供了温暖而专业的服务。

“我们服务西九龙线8个多月，有近两成的
旅客是外籍旅客， 没有发生过一起投诉事件。”
“和为贵”班组列车长陈沂说，班组乘务员的英
语水平普遍较高，既方便服务旅客，也为中国高
铁树立了新形象。

陈沂是一名退伍军人， 部队磨砺出来的英
勇作风，让陈沂在工作之中多了一份雷厉风行。

“无论是时间节点的把握，还是服务礼仪，
车长都非常严格。”乘务员朱倩自信地说，“我们
值乘的列车， 是一趟连接香港与内地的文明之
车，我们在各个细节上都不能松懈。”

今年1月28日，北方小年夜。香港西九龙开
往长沙南的G6114次列车上，“和为贵” 班组与
外籍友人、香港同胞旅客一起剪窗花、贴春联，
共享中国年味。

6月7日， 将迎来另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这些“湘妹子”乘务员，正准备和旅客来一场
传统中国文化的交流。

“传播中国文化，展现高铁魅力，这也是我
们‘和为贵’班组的责任。”陈沂坚定地说。

■工匠感言

开好主席家乡车，无愧雷锋故乡人。努力打
造“设施好、服务好、体验好”的优质服务。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长沙客运段高铁
动车一队队长彭俊峰

京港高铁上的亮丽风景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长沙客运段高铁动车一队

� � � � 5月28日晚，长沙南站，列车长陈沂（右一）在开下班前的总结会。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任孟）记者今天从省天然气去冬今
春保供总结会上获悉，2018年全省天然气
消费总量35.9亿方，同比增长15.1%，天然
气在消费增速和消费占比方面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湖南天然气利用发展空间较大。

2018年，全省天然气消费增速继续走
高， 达15.1%， 仍低于全国增速2.7个百分
点； 全省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中占
比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目前，全省用气主要以城市燃气为主，
其中冬季居民生活、采暖、商业公服等用气
比例合计高达65.7%； 工业用气和发电用

气比例低，用户气量调节弹性小，采暖季用
气调峰压力较大。

中国石油业内专家分析， 鉴于天然气
需求稳步回升、消费结构有待优化、管输能
力有待提升等原因，2020年前湖南天然气
供需持续偏紧。

据悉， 我省已建、 在建天然气管道26
条，合计2907公里，中国石油的樟湘支干
线、潜湘支线为主要气源管道，管网建设还
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规划，到2025年，湖
南省国家干线、省内支干线、省内支线管道
将形成“多气源、四干、三环、多支”的安全
供气格局，实现管道“全覆盖、县县通”。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钟铖）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加强国企党建促发展。今天，湖南新天
地保安公司启动“国企党员先锋行———党
员先锋车组”活动，首批20台党员先锋车
组整装出发， 成为公司党建与生产经营融
合的品牌示范车组。

今年4月，省国资委党委印发《“国企千
名书记联项目”和“国企党员先锋行”活动实
施方案》，落实“党建工作融合推进年”要求，
在全系统全面推进“国企千名书记联项目”
和“国企党员先锋行”活动，着力把党建工作
成效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实力。

作为新天地保安公司首批党员先锋车

组，严格按照“政治过硬、安全正点、服务优
质、操作规范、文明礼貌”的岗位标准进行
评审，被授予“党员先锋车组”标识，接受全
体员工监督，并形成了严格考核奖励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活动落到实处。新天地
保安公司还将在衡阳、岳阳、常德、湘西州
等市州公司全面推行。

新天地保安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文
介绍，开展创建“国企党员先锋行———党员
先锋车组”活动，是公司加强基层党员队伍
建设的需要，引导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作贡
献，争先创优当模范”，切实发挥好基层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党
建工作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澎湃动力。

湖南天然气发展利用空间大
消费增速和消费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20年前我省天然气供需持续偏紧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继广东、 江苏等地实施车险投保人实名制
试点后，湖南也加入这一队列。湖南银保监
局最新发布《关于开展车险投保人缴费实
名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司原则
上应于2019年6月15日前完成“车险缴费
实名认证”系统上线。

车险实名缴费制， 指消费者购买车险
时， 保险公司将核对缴费账户信息的真实
性，确保缴费账户信息与投保人身份一致，
即“投保人=付款人=车主”。

长期以来，在车险行业内，保险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第三方机构、 个人
等， 以种种形式为消费者垫付保费的现象
突出。不仅如此，个别经办人员未经消费者
同意，擅自出单承保的情况时有发生。

湖南银保监局规定， 全省车险投保人

缴费实名认证，在投保人为自然人、车辆所
有人为个人，投保人为非自然人、车辆所有
人为个人的范围内先行试点。

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在销售、
承保机动车辆保险过程中， 应要求投保人为
自然人的客户使用本人实名账户一次性全额
支付保险费（包括批增保费）。严禁财产保险公
司、 保险中介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各种形式垫
付或代付应由投保人缴纳的保费。 确需使用
现金缴纳保费的，应对销售环节录音录像。

为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湖南银
保监局要求， 当投保人与机动车辆所有人
不一致时，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
当要求投保人提供与车主的关系证明或委
托证明， 审慎评估投保人与机动车辆所有
人的关系， 并向双方提示可能存在的矛盾
纠纷及风险隐患。

投保人=付款人=车主
湖南启动车险投保实名制试点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今天，湖南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造·隐形冠军”
长青峰会在长沙举办。 国内外隐形冠军企
业、 长青企业研究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余家中小企业负责人， 共同探讨中小
企业未来“专精特新”发展之道。

日本长寿企业研究专家后藤俊夫在演
讲中介绍，日本有2.5万余家百年企业，这些
企业长寿的秘诀有6点：拥有长远观点、长期
管理；不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长；强化核心能
力；重视利益相关者长期的关系；风险管理；
强烈的家族传承意志。蒂森克虏伯（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CEO高岩认为， 创新是一种理
念，是工匠精神的延伸，而不应该是门槛。

我省大力实施“小巨人” 企业培育计
划， 已培育480家主营业务突出、 竞争力
强、成长性好、专注细分市场的省级“小巨

人”企业和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如，湖南艾华科技集团34年专注做电
容器，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1.66亿，产品全
球市场占有率达70%。

“今年再培育300家左右‘小巨人’企
业，到2020年全省‘小巨人’企业将超过
1000家，示范引领全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省工信厅副厅长李志坚认为，广大
中小企业和企业家要通过不断提高专业化
能力，聚焦主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实现
高质量发展。

大会现场，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和中
外管理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造·隐形
冠军”评选揭晓，9家企业获此殊荣。其中湖
南企业4家：湖南艾华集团、湖南飞沃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环境产业
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则利特种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专注细分市场
今年我省再培育300家左右“小巨人”企业

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
新天地保安公司启动“党员先锋车组”活动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5月
28日下午，山河智能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在6个非独立董事
席位中，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万力”）一方获得了4席；且在随后召
开的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中， 董事会决定聘任
广州万力派驻董事付向东为总经理、 熊道广

为财务总监。这意味着广州万力一方正式“进
驻”山河智能管理层。

2018年底，何清华与广州万力签署《股份
转让框架协议》， 何清华拟向广州万力转让其
所持有的6544万股山河智能普通股股份，并将
其所持有的山河智能8%股份所涉及的表决权、
提案权委托给广州万力。加之广州万力及其关

联方受让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山河智能股份，广
州万力将持有山河智能28.43%的表决权，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何清华退居为第二大股东。

新晋成为山河智能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
付向东表示，广州万力控股山河智能，会保持山
河智能的主业不变、团队不变、注册地不变，管
理经营的着力点在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广州万力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山河智能创始人、董事长何清华认为，引入广州
国资为战略投资者， 山河智能的基础将更加牢
靠、发展空间将更广阔。

广州万力控股山河智能
将保持山河智能的主业不变、 团队不变、 注册地不变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尹卓）今天，省水利厅在长沙开办全省水
库调度培训班， 进一步提升水库调度工作的
规范性和科学性。

我省有大大小小1万多座水库，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 水库防洪保安历来是我省防汛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规范、科学实施洪水调度，对确保
水库安全、减轻洪灾损失和防洪压力至关重要。

各市州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事务机构负责
人和水工程调度人员，11座省调大型水库防汛

调度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省内主要水力发电公司
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组织学习了水
库调度规章，解读了《水工程调度运用监督检查办
法（试行）》，并对水库调度原则、调度方式、调度程
序、调度管理、调度纪律进行了强调要求。培训班还
对水府庙、柘溪、五强溪、江垭等重要防洪水库遭遇
历史典型洪水和超标准洪水时的防洪调度进行了
推演，对预测预报、方案拟订、调度命令执行、预警
发布、突发事件应对等重要环节进行了演练。

我省有1万多座水库，数量居全国第一
全省水库调度培训班在长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