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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2月29日，穿行在沅澧两岸，
映入眼帘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常德
高新区响箭重工在赶制混凝土泵车，
今年该公司接到的订单已有8000多
万元。常益长高铁沅水特大桥项目也
在抓紧施工，赶在汛期前完成深水双
壁钢围堰拼接。在桃源县，40余万亩富
硒产业基地建设全面铺开。

连日来，常德市落实分区分级管
理，既全力抓防控，袪除疫情“病根
子”，又有力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保住
经济社会发展“命根子”。该市出台支

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10 条政策措
施，强化物资供应保障、加大援企稳岗
支持、引导降低房租成本、依法延期缴
纳税费；选派 934 名市县机关干部赴
企业，帮助抓防控、解难题；成立全省
首家企业续贷受理中心，设立总规模
为50 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基
金；推出“一企一策”个性化方
案，支持外贸企业转型扩能。同
时，开通线上招聘平台、提供点
对点服务，着力解决企业“用工
难”与劳动力“就业难”。

截至2 月27 日，常德市12

个在建省级重点项目、105个市重点建
设项目已全部复工；1368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已有1361家复工，复工率达
99.5%；688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
有456家复工，复工率66.3%。今年全
市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900万亩以
上，其中水稻810万亩。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徐亚平
张璇 通讯员 王炎坤）“企业是否做好
全员培训？复工还有哪些困难……”近
日，岳阳市应急管理局复工复产工作
督查组进入临湘市凡泰矿业公司，督
导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春节以来，岳
阳市筑牢疫情防控阵线，确保安全生
产大局稳定，实现“五个未发生”，即未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消防火灾死亡事
故、生产经营性道路水上交通事故、森
林火灾事故、自然灾害事件。

面对疫情侵袭，岳阳市主动谋
划，提前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全
市应急管理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市安
委办第一时间下发《关于切实抓好春
节假期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安全生产，各级各有关部门负责
人深入企业，落细落实防范措施，确
保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同时，岳阳市认真做好防控应急
物资生产企业指导服务。对口罩、双

氧水、次氯酸钠等物资生产企业，采
取“一家企业、一名领导、一套班子、
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措施，组织专
家蹲点服务，确保满负荷生产安全。

岳阳应急管理部门还组建森林
防灭火工作群，对各县（市、区）森林
防火值班值守情况电话抽查，下发督
查通报。

目前，全市已有 4 家非煤矿山企
业、41家危化品企业、780家工贸企业
恢复生产。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兴国）2月27日，原先占道
经营、流动摆摊的菜贩刘桂香，在永
州市零陵区徐家井便民市场有了自
己的固定摊位。

“区里整治‘马路市场’，我们几
十个流动摊贩都进了集贸市场。这里
环境好，顾客多，比在路边卖菜强多
了。”刘桂香说。

以路为市、占道经营等乱象，在零

陵区屡禁不绝，乱了治、治了又乱，成
了顽瘴痼疾，不仅影响交通出行，也影
响市容市貌。为根治这一顽疾，零陵区
以永州市开展“六城同创”为契机，组
织城管、交通、交警及相关乡镇（街
道），对各处违章摊点进行全面摸排，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梳理，研究出
台切实可行的“马路市场”整治方案。

零陵区对非法占道经营的商贩，有
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为解决好商贩

出路问题，该区科学合理选址，新建麻元
果蔬批发交易市场、羊角山自产蔬菜、肉
类批发交易市场等市场，有效做到“退路
进场，还路于民”。同时，对车辆乱停乱
放、停车无序现象进行治理，安装设置物
理隔离，划定标志标线，加强人员值班值
守，对不听教育、劝导乱停乱放的车辆进
行执法锁车，做到严管重罚。

截至目前，零陵区26处马路市场
基本整治到位，实现马路市场“清零”。

企业复工有序推进，农业生产抓紧进行

沅澧两岸生机勃勃

筑牢防控阵线保生产
春节以来实现“五个未发生”

岳阳

退路进场 规范有序

实现“马路市场”清零
零陵区

常德湖南日报 3月 1
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晓玲 胡大刚
张言文）今日，记者走
进沅水河畔的泸溪高
新区湖南众鑫新材料
科技公司，厂区里弥
漫着 84 消毒液的气
味，员工们戴着口罩
在车间配料、装袋，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张春雨告诉记者，
为 帮 助 公 司 复 工 复
产，泸溪县提供“保姆
式”服务，3 名驻企联
络员在督促公司搞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设
法帮助公司解决防控
物资筹集、材料运输
和招工等难题。

湖南众鑫新材料
科技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贸易于一体
的钒合金出口高新科
技企业，产品出口美
国、西欧及澳大利亚
等国家和地区，去年
实现产值8.8亿元、利
税 4100 万 元 、创 汇
1000 万美元。今年虽
受疫情影响，海外订
单 仍 比 去 年 同 期 大
增。

据了解，为推动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泸溪县出台了一系列

“硬核”措施，包括实
行“三个包办”，即对
返泸溪务工人员核酸
检测包办、企业复工
防疫物资包办、疫情
期间用工需求包办；
推行县领导联系复工
复产企业“1+1”蹲点
服务制，为复工企业
送减免厂房租金等政
策大“礼包”，已首先
减免 1 至 3 月厂房租
金750万元。

目前，泸溪县已
有 27 家重点企业复
工复产，复工率超过
八成。县人社局采取
网络招聘等方式，已
为复工复产企业输送
员工37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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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简称信创
产业）作为国家和湖南省近年来大力支
持的产业，在这次疫情中受到一定程度
影响，但全行业上下同心，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正确处理疫情
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严控疫
情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摸索出
富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复工复产路径。

在共同努力之下，湖南信创行业复工
复产率快速提升。截至2月26日，湖南
120家信创企业中，108家企业复工有序
推进，复工率达到90%。其中，全省50多
家规模以上信创产业链企业均已经复产。

依托产业联盟，行业抱团取
暖，产业链谋求协同发展

疫情期间，长沙市信息安全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以
实地走访、电话联络等方式，深入了解
产业链企业的实际情况，宣传防疫措施
要求和复工复产支持政策，一方面，指

导企业分批有序错峰返程返岗和安全
有序复工复产；一方面，指导行业龙头
企业开展新冠疫情对信创行业的影响
和对策研究，提振行业信心、提醒风险
挑战、提示发展机遇，为信创产业的复
工复产精心服务。

行业抱团取暖。近期，依托湖南长
城科技PK生态服务平台，中国长城、天
津飞腾、麒麟软件、同有飞骥、迈普、达
梦、金蝶天燕、金山、数科等业内领先企
业，联合打造了覆盖信创全产业链的
PK 生态系列公开课程，通过聚合全产
业链力量，为行业复工复产、快速发展
积蓄能量。

面对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湖南信
创行业团结一心，积极行动，在严防疫
情扩散的同时谋求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在产业链上游，湖南长城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提早部署，1月 27号就成立
了防控领导小组，在各级政府支持下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及时补充了近 60 名
新员工。目前，公司已有近 400 人到

岗，生产能力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的 60%
以上。由于湖南长城计算机复工早、防
控措施到位，已在危机中抢得了先机。
公司一海外客户已将之前分布在国内
多个企业生产的订单转移到株洲生产，
并决定将本年度内的全部订单转移到
株洲。仅此一项，湖南长城电脑有望在
今年多生产 80 万台智能硬件设备出口
海外，可为株洲新增产值近4亿元。

在产业链中下游，广大信创企业有
的组织培训，修炼内功；有的积蓄能量，
抢抓机遇。中电软件园区大部分企业
通过线上办公、轮流值班等形式开工复
产。湖南长城、奇安信等企业通过 PK
生态服务平台和蓝信平台，开展线上培
训。深信服发布春季招聘快讯，提供
800个岗位需求。

去年 12 月，工信部复函湖南省，批
复长沙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使得
长沙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成为第一个
京外国家级网络安全产业园。近日，园
区召开长沙信息产业园联动招商暨网

络安全产业招商工作推进会，谋划招商
引资，以项目为抓手，抢抓网络安全产
业园建设机遇，推动湖南信创产业继续
保持快速发展。

以信息化手段防疫抗疫，助
力各行业复工复产

湖南信创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以信
息化手段助力疫情防控，推动各行业复
工复产。

湖南长城科技第一时间开发和免费
开放热点测温系统、园区疫情防控系统、
PK生态服务平台、PK教育平台等信息
化平台，推动线上适配和信创生态建设
继续推进。目前，这 4 个平台均列入湖
南省工信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助力抗
击疫情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名录。

科创信息依托政务信息化领域的优
势，组织“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发团队，
迅速推出“抗击新冠肺炎，湖南在行动”
疫情防控专题专栏，并开发人员流动监
控系统、抗击新冠肺炎捐赠信息管理平

台、涉疫矛盾纠纷系统、高考成绩（录取）
证明在线办理等系统助力防疫抗疫。

亚信软件开发疫情防治人口大数
据平台，为政府提供防输入、防扩散、防
聚集等多场景的大数据服务，实现了疫
情实时态势感知和风险防控，该产品列
入中国信通院和云计算产业联盟发布
的疫情管理防控云产品目录。

奇安信、博为等企业的肺炎疫情
“可视分析”和远程会诊平台也为疫情
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咬定青山不放松，应对战“疫”、发
展两场大考。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指挥下，湖南
信创行业已经恢复元气，长期向好的发
展态势不会改变，行业发展的明天必将
充满希望。

（文\图均由省工信厅提供）

我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

谋求产业链协同发展 助力各行业复工复产

2月28日，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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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2月28日，资兴市州门司镇水
南村焦冲岭上，油菜花盛开，春意
盎然。山谷两边，数十名村民在忙
着整地，机器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
笑声在山谷回荡。

“在山上干活比窝在家里舒服
多了，每天有70元工钱，还锻炼了
身体。”村民薛宏月边挖地边告诉
记者，受疫情影响，她以前务工的
厂子缺原材料，所以一直没过去，
就在村里“支部农场”上班。

水南村是个省级贫困村，去年村
支两委组织建设“支部农场”，引进农
业企业，建起了30亩藤茶种苗基地和
加工厂。今年初，又在焦冲岭流转300
亩抛荒地种藤茶，目前正忙着整地。

“我们这是山区，种植品种单一，
村里8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大
量土地抛荒。”村党支部书记付宏华
告诉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
年很多村民无法及时返工。从2月21
日起，村里组织大家到藤茶基地务
工，现在每天有70多人在基地忙碌。

“在村里就有事做，连交通费
都省了。”60岁的贫困村民付跃煌
很兴奋，两口子都在基地务工，他
负责操作旋耕机，每天有工资，还
能照顾残疾儿子。

“今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藤茶，我
们负责提供种苗、技术、加工和销售，
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湖南林成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基地投资方，公
司负责人续俊说，这里海拔高、生态
好，气候和土质都很适合种藤茶。

“如今基地扩大，需要更多劳

力。我们正争取让村里的闲置劳动
力和返乡村民都参与进来。”付宏
华说，村里组建了一支 70 多人的
劳务队，全面铺开整地。为了做好
防疫工作，每天开工前大家都要测
体温，而且分散干活，不聚餐也不
统一提供饮用水。

按照项目预期，今年5月就可
以采摘第一轮藤茶，采摘期可以持
续到 11 月。基地至少可解决 150
人就业，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
11万元收入。

记者从资兴市扶贫办了解到，
为消除土地抛荒、增加劳动力就
业、促进村集体增收、完善基层治
理，该市从 2015 年起，先后建成

“支部农场”74 个。目前各农场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
已吸纳4400多人就业。

“支部农场”春意闹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王文）记者今天从浏
阳市文旅广体局获悉，经当地政府审批，该市首批5
个旅游景区（点）——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周洛大
峡谷、皇龙峡生态旅游区、浏阳石牛寨、浏河第一湾，
已恢复对外开放。除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外，其他4
个旅游景区（点）均推出免门票活动。

周洛大峡谷景区从3月1日至31日，对所有游客免
门票。但疫情防控期间，景区仅对疫情低风险地区游客开
放，并严格实行限流管控，每日进入景区人数限制在
1000人以内。皇龙峡生态旅游区从3月1日至4月30日
免门票；同时，对全国（含港澳台地区）所有医生护士在
2020年全年免门票。浏河第一湾生态旅游度假区、浏阳
石牛寨从3月1日至4月30日，对湘赣边24个县（市、区）
居民免门票。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于 2 月 29 日恢复对外开
放，目前仅开放栗木桥景区、祷泉湖（浏阳河源头）景
区、七星岭景区3处。已对员工进行防疫专业培训，并
制定了一系列应急保障预案，以确保广大游客安全。

浏阳首批恢复开放
5个旅游景区（点）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向吟吟)今日，记者在衡阳综
保区湖南新融创公司生产车间看到，
工人们戴着口罩，在赶制一批销往非
洲国家的订单产品。“受疫情影响，公
司原材料和配件物流运输减少了，但
海外市场一直在不断开拓。”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得益于综保区防疫到
位，目前公司已到岗员工481人，恢复
了90%以上产能，预计今年出口额将
实现增长。

衡阳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们跟踪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从物资保障、通关、融资、费用减免等

方面，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支持，确保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不误。针对部
分企业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综保区
会同衡阳市相关部门，多方协调，已
向园区企业提供口罩2万余只、消毒
水 300 多升、医用酒精 100 多升。截
至目前，综保区11家外贸企业已全部
复工复产，员工到岗率达92%以上。

为保障园区企业外贸出口，衡阳
综保区还联合衡阳海关，实行“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努力做到进出口货
物通关“零延时”“零等待”，并实施

“不见面”报关、税款延缴等政策。还
向衡阳市财政争取900余万元补贴，
帮助企业化解融资难题。

政策“暖企”生产有力
衡阳综保区外贸企业全部复工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锐 陶伟强

“2月26日已有两个集装箱的货
发往日本，明天要出口一批货到韩国。
近段时间，我们接到不少外商订单，公
司在开足马力生产。”3月1日，会同县
龙凤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林高
兴地对记者说。

黄林介绍，首批销往日本的货物
共有800件近10万双皮手套，是日本
富士株式会社下的订单，金额20万美
元，原计划 2 月 22 日交货。按照以往
正常情况，公司农历正月初十便复工
复产，按时交货没有问题。但今年突
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不知所措，员工
不能按时到岗到位，就不能按时交
货，公司将违反合同。

正当黄林心急如焚时，会同县
委、县政府在推动复工复产中实行

“一企一策一专班”制，安排一批干部
下企业进行“蹲点”服务。从 2 月 5 日

起，驻企联络员王云、林玉秀入驻企
业，了解企业用工紧缺后，两人在认
真协助做好老员工返岗的同时，积极
与县人社部门对接招工事宜。两天时
间，共有56名工人到岗到位。

为解决员工疫情防控后顾之忧，
王云和林玉秀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对
每名员工进行体温检测、发放预防中
药，指导并参加对车间进行消毒，并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原料供应、物流运
输、用水用电等方面实际困难。

一系列帮扶措施，使龙凤皮革制
品有限公司成为会同县第一批复工复
产企业。日本富士株式会社了解到龙
凤皮革已恢复正常生产后，再增加一
集装箱订单，并将原来交货日期延长
到2月26日。

“我非常感谢‘蹲点’干部的辛勤
付出，没有他们大力支持，公司没有
这么快复工复产。”黄林说，公司在乡
镇还设有5个扶贫车间，正组织复工
复产，以确保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干部“蹲点”服务到位
外商订单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