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杰

今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百姓们的“菜
篮子”沉了不少。8月份以来，全国有20多
个省份陆续出台支持生猪复产保供的政策
措施， 湖南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的十二条政策措施。 随着扶持政
策落实，我省的生猪产供恢复得怎样？

省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生猪产能恢
复情况专项调查，11月19日发布调查结
果。

止跌企稳，生猪存栏量上升
前三季度， 我省生猪产能出现快速下

降。 到三季度末， 全省生猪存栏2625.5万
头，比去年同期下降33.0%，其中能繁母猪
存栏下降38.3%。1至9月， 全省生猪出栏

3562.9万头，同比下降19.0%。
“各地养殖户一方面出现恐慌性出栏，

一方面不敢轻易补栏， 导致全省生猪存栏
数呈陡崖式下降。”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分析指出，自今年3月起，我省猪肉价格
进入上升通道，但到8月份才开始出现跳跃
式上涨，8月全省猪肉价格涨幅比7月扩大
了40个百分点。9月全省仔猪价格同比上
涨102.3%，进一步抬高了生猪养殖成本。

此次专项调查通过访问养殖企业和规
模大户发现，到10月末，全省生猪存栏量
与上月环比增长0.8%，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量环比增长1.8%，后备母猪存栏量环比大
幅增长27.6%。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我省生
猪存栏量已经止跌企稳， 养殖户积极扩大
后备母猪存栏规模， 将为后续产能扩充提
供有力保障。 荩荩（下转2版④）

促进生猪产能恢复的政策措施成效正在显现———

湖南生猪产能恢复向好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 刘雨庭）湖南多措并举，夯
实财源基础。 据省财政厅最新发布的上年
度全省企业税收贡献百强榜单， 百强企业
贡献全省税收接近40%。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实体、支
撑在产业、落点在财税。省财政厅日前联合
税务部门对上年度全省税收贡献百强企业
名单进行审定， 确认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100家企业荣登上年度湖南省企
业税收贡献百强榜单。

近年来，省财政激励企业创新发展，着
力提升实体经济效益；以中联重科、蓝思科

技、千金药业、步步高、湖南广电等为代表
的本土企业，构筑产业新高地。此次发布的
百强榜单，制造业企业户数达三成、税收贡
献超六成。

以税收增量奖补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省财政厅联合省工信厅出台《湖南省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税收增量奖补试行办法》。
2018年， 全省共有294户企业获得2017年
税收增量奖补资金1.8亿元，产生税收增量
约35亿元。今年，全省共有525户企业获得
上年度奖补资金3.5亿元，带动税收增量约
70亿元，约占2018年税收增量的35%。

荩荩（下转2版②）

多举措夯实财源基础

百强企业贡献全省税收近四成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永涛 通讯员 吴心韬） 参与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部署，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南财
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财信金控）
今天披露，该公司出资50亿元，与财政部、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国
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基金公司），持股比例3.40%。

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472亿元人
民币，股份总数为1472亿股，每股面值1元。

各股东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 财信金
控认购股份数额为50亿股，认股金额为50
亿元，为湖南独家参与创立的企业。

基金公司采取财务投资兼战略投资的
综合投资策略，围绕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电力装备等领域的成长期、成熟期企业
开展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
推进产业与资本融合发展， 努力为股东创
造良好回报。

荩荩（下转2版③）

财信金控出资50亿元
参与设立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公司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 地处武
陵山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

“再穷不能穷教育”“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教育立县”……近10年来，泸溪“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办出了百姓认可的
“好教育”。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扶贫、
结对帮扶、 村小建设管理、 贫困生资助等方
面， 这个县创造了诸多闻名遐迩的好经验，
先后获得600多项荣誉。2018年，泸溪以优秀
等级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 省委书记
杜家毫批示：泸溪经验很好，要推广。

泸溪经验是什么？贫困县如何办出“好教
育”？11月13日，记者走进泸溪，求索答案。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首问教育，
县党政班子成员几乎走遍了每一所
村小——

教育是“一号工程”
泸溪县委书记杜晓勇、县长向恒林说，教

育是泸溪的“一号工程”。
“工作优先部署、问题优先解决、项目优

先建设、经费优先保证，县财政依法安排教育
预算和实行教育预算单列、 依法征收教育费
附加。”泸溪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谭子好
这样解释“一号工程”。他介绍说，在泸溪，有
个传统已经坚持了14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县委书记、县长率五大家领导，深入教育现场
办公，或研究出台政策文件，或视察新学校建

设，或看望慰问师生。
平时工作， 县党政班子成员也经常下基

层。“几乎走遍了每个村小。”这是县教体局一
位干部多年来的观察心得。

有段时间， 农村中学县三中出现教育质
量严重下滑。副县长尚远道带队，在县三中开
展为期3天的调研活动，深挖原因，对症下药。

短短3年时间，通过一系列举措，县三中
综合测评提升为农村中学第一， 全县第二。
“县三中辐射面广，让附近孩子在家门口上好
学，我们责无旁贷。”尚远道说。

全县中小学校按片划分给教体局各个股室
“承包”，各乡镇也积极主动作为。“县里对我们有
考核，有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分内事。”泸溪县解
放岩乡党委书记李和华说。 荩荩（下转3版）

贫困县办出“好教育”
———脱贫攻坚的“泸溪教育答卷”之一

� � � � 11月17日，南洞庭湖湿地公园明朗山附近，一大群灰嘴天鹅在嬉戏
飞舞。近年，益阳市不断加大南洞庭湖区域的生态保护力度，使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初冬以来，天鹅、大白鹭、灰鹭、绿头鸭等众多鸟类飞抵南
洞庭湖湿地越冬。 熊朝阳 摄

天鹅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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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长沙市湘江
西岸江滩公园， 市民骑着自
行车欣赏芦苇花。当前正值
初冬，湘江河滩上成片生长
的芦苇也进入了花季，重重
叠叠的芦苇花在微风的吹
拂下起伏荡漾，洁白如雪。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芦花正艳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冒蕞 ）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华菱
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巩
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坚持战略导向、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强化创新意识、
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发挥“排头兵”作用，为
打造内陆创新开放新高地作出更大贡献，在
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副省长陈飞，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调研。

近年来， 华菱集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重大历史机遇，强化党建引领，大力推
进调结构、降杠杆、提效率、降成本、促改
革、增效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本结
构、管理结构持续优化，企业保持高质量发
展良好态势。座谈中，许达哲详细了解了华
菱集团管理层级、物流、产品结构、研发创
新、产品出口等方面情况，充分肯定了企业
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

许达哲强调， 要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大研
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核心技术上

不断实现突破，做到以品质取胜；加快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
推动产业链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 不断开拓海内外市
场，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中提高市场占
有率。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降低资产负债率，做大资
本、做优资产、做大效益；立足自身优势延
伸产业链条，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产
品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水
平。要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积极主动为
自身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在推动钢铁行业
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要加强企业党建，
以强有力的党建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进一
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激发企业领导班子
和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 对标对表先进
深入挖潜增效。 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中走在前列，落实董事会、经理班子
和各个管理层级职权的边界和定位， 加快
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灵活
高效的市场经营机制；加强风险控制，建立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堵住国有资产的“出血
点”，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
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贺佳）11月
16日至19日，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率中共代表团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
问。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会见了
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加强党际交流、推动务实
合作、扩大民间往来等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
泛共识。

访问期间， 杜家毫还分别会见了柬埔寨
人民党中央常委、 政府副首相兼外交国际合
作部大臣布拉索昆， 人民党中央外委会第一
副主席、 国会议员索斯亚拉， 人民党中央委
员、国会议员占树帕，马德望省省长原罗达，
人民党暹粒省委主席、省长迪西哈等，并赴人
民党巴空寺县委考察基层党建工作。 杜家毫
全面宣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就加强党
的建设、 推动地方合作等与柬方深入交流。
杜家毫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 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进一步加强党建和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 共同落实好《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
动计划》， 推动中柬党际和国家关系不断迈
上新台阶。

19日上午，杜家毫与柬埔寨国务大臣兼
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孙占托、 农林渔业
部部长永沙坤等一同出席了中国（湖南）装
备与制造走进柬埔寨投资博览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 现场共签约项目15个， 合同金额
13.92亿美元，涵盖农业、工程机械、基础设施
等多个领域；中联重科与柬埔寨农林渔业部
达成战略合作，并向柬方捐赠一批农业机械。
杜家毫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
和西哈莫尼国王、 洪森首相的共同推动下，
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湖南
与柬埔寨的交流合作同样水涨船高、日益密
切。湖南是中国制造业大省、中国工程机械
之都， 装备与制造畅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柬埔寨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东
南亚通往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推动湖南装
备制造走进柬埔寨，正是优势互补、互利双
赢的选择。湖南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深入贯彻《构建中柬命运共同

体行动计划》， 与柬埔寨地方政府和有关方
面一道，共享“一带一路”重大机遇，进一步
深化双方在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文化旅游、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更多湖南
优势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发展， 实现更宽领
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为推动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湖南
力量。

2013年， 湖南尔康制药赴柬埔寨投资兴
建产业园，目前已累计投资12亿元，年产18万
吨药用木薯淀粉、3万吨改性淀粉、5万吨柠檬
酸钠和500亿粒淀粉植物空心胶囊。杜家毫在
考察时勉励企业不断加强创新， 提高产品质
量，注重环境保护，大力开拓市场，更好服务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成为我省对接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企业。

在柬埔寨期间，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
天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并陪同相关考察访问
活动。

19日晚上，在圆满结束对卢森堡、挪威、
柬埔寨的友好访问后， 杜家毫一行乘机抵达
长沙。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省政府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举行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董
明珠出席会谈。

副省长陈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会谈。
近年来， 我省与格力电器取得良好合作

成效， 格力电器在宁乡经开区投资建设其全
球第十大综合生产基地，去年，该基地实现工

业产值53.2亿元，实现营收65亿元。
今天上午， 长沙格力电器大型中央空调

生产基地项目下线首台“长沙造”大型中央空
调机组，标志该项目正式投产，每年将新增产
值40亿元。随后，长沙格力电器冰箱洗衣机生
产基地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拟总投资52亿元，
规划年产冰箱200万台、洗衣机250万台，项目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30亿元。

许达哲说，湖南产业基础良好、市场潜力

巨大、发展势头强劲、充满创新活力，是制造
业大省、人口大省、职业教育大省。近年来，湖
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在加大
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引进培养创新
人才等方面下功夫，着力做强大企业、培育小
巨人，着力夯实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
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加快制造
业转型升级步伐， 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先进
制造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格力长沙基地项
目是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成功范例。希
望双方以此为基础， 共同推动项目后续建设
发展，以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为湖南制造强
省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湖南将加
大简政放权力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全力支
持格力电器项目建设， 吸引更多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企业来湘投资兴业。

荩荩（下转2版①）

教育扶贫泸溪经验

许达哲在华菱集团调研时强调

发挥“排头兵”作用 在推动
全省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省政府与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会谈

许达哲出席

杜家毫率中共代表团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主动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为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湖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