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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8月3日，一箱箱打包好的“猴车”
零部件装车，从位于韶山市高新区的
湘潭恒欣有限公司出发，发往山西、河
南等地大型煤矿。

今年二季度，湘潭恒欣实现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10%以上。在疫情和煤
炭行情走低的双重压力下，湘潭恒欣
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生产节奏，在国内
外“猴车”市场，当之无愧称“猴王”。

“中国猴王”赶跑“洋猴车”

“猴车”，是主要用于矿工上下井
的运输装备。矿工坐上“猴车”，双手握
住吊椅杆，跨上吊椅座，双脚置于脚踏
杆上，随着钢丝绳循环运行，慢慢到达
井下。因为人坐在上面抱住吊椅杆，坐
姿很像猴子，因此俗称“猴车”。

“许多人坐过旅游缆车，‘猴车’异
曲同工，前者是在地面的上空走，后者
是在矿山巷道里架空穿行。”湘潭恒欣
董事长肖公平说。

1999年，身为江南机器厂分厂总
经理的肖公平下海，凑了5万元，创立

湘潭恒欣。当时煤矿、能源行业快速发
展，但“猴车”普及率不高，肖公平敏锐
察觉其中大有市场。尤其是2006年之
后，随着现代化矿井建设加快，斜井人
车逐步淘汰，全国煤矿掀起安装“猴
车”的热潮。

别看“猴车”貌不起眼，但国内煤
矿行业的高端产品曾长期由“洋猴车”
唱“主角”。肖公平有一次在山东某大
型煤矿推介自己的产品时，煤矿负责
人直言，“猴车”还是国外的好。

斗志被激起！2006年，湘潭恒欣与
中南大学牵手，投入科研经费500多万
元，两年后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第二代“猴车”——液压驱动“猴
车”，并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被认为

“其核心技术居国际先进水平”，列入国
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液压驱动好在哪？肖公平介绍，以
前国产“猴车”简陋，就是电动机、减速
机、钢丝绳组装而成，调速性能差，安
全保护能力低，容易造成失控。“猴车”
如果采用高电压调速，就容易产生火
花，在安全要求极高的煤矿环境中，存
在安全隐患。为此，湘潭恒欣在国内首

创液压驱动“猴车”，通过压力高低来
实现无级调速，软停软启动，乘坐舒适
度和安全性同步提升。

如今，湘潭恒欣的液压驱动“猴
车”已全面替代进口产品，树立起民族
品牌。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出具的
数据显示，至 2019 年，湘潭恒欣生产
的矿用架空乘人装置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 39.5%，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16.5%，
已连续多年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占据第
一位，成为国内最大的“猴车”专业制
造商，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猴王”。

“惊喜式服务”令人惊喜

征服市场，并非易事。
早些年，一些大型煤矿倾向于选

择“洋猴车”或“猴车”大品牌。“我们是
毛主席家乡的企业，就借鉴‘农村包围
城市’的战略打法，第一步努力把产品

‘打’进大型煤矿周边的小煤矿。”肖公
平说。

山东新汶矿务局所属煤矿定制的
其他品牌“猴车”久久不能解决拐弯问
题。他们听说周边不少小煤矿使用的
湘潭恒欣“猴车”性能很好，于是找到

湘潭恒欣，“猴车”不能拐弯难题一下
子就解决了。自此，新汶矿务局就成了
恒欣的“老朋友”。

在湘潭恒欣一厂办公楼一楼，有
一个特殊的质量展览室。与一般企业
不同，这几个房间里展示的不是荣誉，
而是“问题”。墙上几百张照片，展示出

“猴车”各种零部件可能出现的问题，
现象、原因、后果、解决措施一一罗列。

“‘猴车’安全关乎矿工生命安全，这样
的问题展示可以让员工时刻保持警
惕。”

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湘潭恒欣
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质量管理模式。产
品按危险系数进行分类管理，不管有
没有出状况，公司都会按管理周期，安
排人员到矿井现场免费进行安全排
查。其服务常常让客户出乎意料，而被
称赞为“惊喜式服务”。

正是对质量如此坚持，21年来，湘
潭恒欣的产品输送数十亿矿工上下矿
井，从未发生过因产品质量责任而造
成的伤亡责任事故。7 月 5 日，第六届
湖南省省长质量奖及提名奖建议名单
公示，湘潭恒欣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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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小企业群英谱
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办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彭团 毛梦杰）今天，省文明办发布2020
年7月“湖南好人榜”，共有22人上榜。

获评敬业奉献类“湖南好人”的邓建
军、杨迪波是脱贫攻坚一线表现突出的优
秀党员干部。近5年来，泸溪县武溪镇党
委书记邓建军创新党建带动扶贫产业发
展模式，使全镇贫困发生率从 11%降至
0.24%；杨迪波是双牌县扶贫干部，坚守
农村数十年，修公路、建药材基地，夯实发
展基础，因人施策，帮助大家实现脱贫，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

获评助人为乐类“湖南好人”的杨育
是张家界市永定区一名80后志愿者。他身

残志坚，从事公益12年，靠单腿开展志愿
服务400余人次，时长达1000小时以上。

获评见义勇为类“湖南好人”的段道
海家住新化县西河镇鸟山村江水湾河段
附近。今年6月9日，段道海不惧激流、奋
不顾身，在短短3分钟内从水中救下2名
落水少年。

7 月“湖南好人”榜单中，邓建军、杨
迪波等 6 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杨
育、贺彩霞、刘莉等7人当选为“助人为乐
好人”，蔡荣、段道海当选为“见义勇为好
人”，何良宝、龙献求等3人当选为“诚实
守信好人”，谭胜娇、王玉桃等4人当选为

“孝老爱亲好人”。

湖南日报 8 月 4 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昌华 欧中浩）记者昨天从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2020 年湖南所有行业
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全部完成。截至7
月31 日，我省共计完成所有行业固定污
染 源 清 理 整 顿 和 排 污 许 可 发 证 登 记
86389 家，其中发证 10280 家、限期整改
802 家、登记管理 52551 家、关闭或不予
发证登记企业22756家，实现发证、登记
双清零，名列全国第一。

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了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
证登记工作。全省一盘棋统筹推进，在确
保质量的前提下狠抓进度。企业多、时间
紧、任务重，通过日调度、周计划、半月简
报、月通报，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议，有效
传导压力，有力推动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帮扶指导方案，
由 60 余位专家和技术骨干组建 14 支市

州帮扶小组，下沉到县市区、乡镇，面对面
指导企业进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省生态
环境事务中心联合长沙环保学院，结合行
业分布特色开展线上和线下技术培训，提
高基层人员业务水平。各市州建立健全了
激励考评机制，把工作目标、任务进展、岗
位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精准施策，主动作
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分阶段细化时间
表，会同相关单位全力攻坚、主动服务、协
调联动。

为确保发证质量，省生态环境厅推广
建立了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一企一档”和

“回头看”等工作机制，对部分已核发的许
可证进行复核。据介绍，我省将继续加强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执法检查和日常监
督监管，及时通报无证排污等环境违法情
况；对排污单位逾期未完成整改、未在整
改期限内取得排污许可证且继续排放污
染物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湖南在全国率先完成
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对排污单位逾期未完成整改、未在整改期限内取得排污
许可证且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金李 龚茵梦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今年
以来，各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制造业金融
服务，国有大行更是积极彰显“头雁效
应”。记者7月27日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获悉：截至6月末，建行湖南省分行
制造业贷款余额564.76亿元，新增61.06
亿元，同比多增 17.69 亿元；今年以来累
计投放贷款 329.3 亿元，同比多投 165.3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金融活水涌向先进制造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湖南建行明确，加大信贷投入，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尤其是支持制造业、新基建、民
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针对疫情期间工程机械行业资金链
紧张的情况，湖南建行向三一集团累计投
放了21.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楚天科技作为制药装备企业，是医药
供应链的重要环节，湖南建行为其发放
1.8 亿元贷款，助力医药工业 4.0 与医药
智能制造升级；

7月20日，“湖南建行—中电工业互联
网有限公司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 共
同探索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融通、工
业设备资产数字化及运营的新模式……

助力“湖南制造”走向“湖南智造”，湖
南建行采取了差异化信贷政策、优化信贷
审批流程、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等措施。
同时，湖南建行将信贷投放面向轨道交通
装备、工程机械装备、电力装备、航空航天
装备等 10 大重点装备制造业。截至 6 月
末，该行对装备制造业的贷款余额达到

253亿元，较年初新增近68亿元，增速达
36.76%，高于全行对公贷款增速22个百
分点。

供应链金融为重要探索方向

银保监会要求大型银行发挥“头雁效
应”，夯实金融服务制造业“愿贷、敢贷、会
贷”长效工作机制。为有效识别风险，银行
根据优质核心企业的上下游去探索供应
链金融，是一个重要创新方向。

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如何带动上下游
快速协同起来，盘活供应链内“板结”的资
金流，是摆在中联重科面前的难题。而得
益于湖南建行上线的“e 信通”平台，184
家中联重科上游供应商获得应收账款融
资资金10.72亿元，产业链、供应链、资金
链关键堵点被打通。

着力于此，湖南建行开展投贷联动、
奖补支持贷、科技云贷等科技金融产品的
研发与应用，为企业提供一揽子高效率、
低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以奖补支持贷为
例，这是湖南建行针对获得省工信厅相关
财政奖补资金的企业，量身定做的一款创
新信贷产品。2019年该行已对790家“财
政专项奖补资金”企业给予授信，授信余
额达381.64亿元，发放贷款314.7亿元。

湖南建行还与省工信厅联合推出《重
点名单企业融资促进方案（2019-2021
年）》，与省科技厅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合作，为“湖南智
造”企业缓解融资难题。

湖南是制造业大省。目前，湖南建行
不仅局限于供应链金融，而是逐渐转变为
整个产业链共同升级发展的产业链金融，
并进一步探索由产业链相关方共同组成
的“生态链”。

湖南建行：
制造业贷款投放缘何创新高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
者 孟姣燕）“谁能有我甜”

“果肉嘎嘣脆”“闻香识好
桃”……炎陵、麻阳、新邵、
中方、新宁、泸溪、沅陵、芷
江、宁乡 9 县市精品黄桃同
台竞技，比甜比美。今天，在
长沙举行的 2020 年首届湖
南黄桃品鉴会暨湖南直播
电商联盟授牌仪式上，我省
黄桃主产区的黄桃线上线
下同步开售，对接全国大市
场。我省电商、物流企业及
采购商代表共同为湖南黄
桃销售聚力发声，推进湖南
黄桃产业发展，打响湖南黄
桃特色品牌。

国内领先的农业 B2B
产业互联网平台惠农网大
数据显示，湖南省黄桃供应
量排名全国首位，供应份额
占比超过30%；采购关注度
和交易实力分别排名全国
第二位和第三位。全省有86
个县供应黄桃，供应黄桃县
域数占全省的 70%。炎陵、
桂东、麻阳是湖南黄桃供应
排名前 3 的县域。湖南黄桃
在全国26个省、221个县有
交易，湖南省、广东省、浙江
省是购买湖南黄桃最多的3
个省份。目前，全省黄桃价
格较全国整体偏高，后市价
格将以回落为主。

会上，湖南直播电商联
盟成立，惠农网、快乐购、湖
南创领、苏宁易购、京邦达
物流科技、中国邮政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等 13 家湖南直播电商联盟
成员单位获授牌，将采用直
播等方式，拓展湖南黄桃销
售半径。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刘燕娟）
今天，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通报了沅江
市2016年旱改水项目招投标违法犯
罪典型案件。截至目前，共对22名涉
案人员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其中4
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串通投标等罪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向社会投资方
追缴违法所得3.5亿元。

去年9月以来，益阳市纪委监委
联合公安部门彻查了沅江市2016年
旱改水项目 1-5 标段的串通投标问
题。经查，在2016年沅江市国土资源
局组织开展的旱地改水田项目(4 万
余亩)中，时任沅江市国土资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龚秋桂，党组成员、副局
长熊剑波等人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插

手干预招投标活动，通过内定中标
人、打招呼、组织围标串标等方式，使
相关人员违法获得项目。

龚秋桂、熊剑波与招标代理机
构、不法企业老板串通一气，精心谋划
做局，全过程掌控招投标。为排除竞争
者，龚秋桂等人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打
造“私人订制”版招投标资格。通过各
种手段劝阻劝退竞争对手，借用资质
陪标围标。在成功帮助堂舅中标五标
项目后，龚秋桂涉嫌收受贿赂1583万
余元(其中未遂 400 余万元)，同时还
涉嫌收受二标老板贿赂300万元。熊
剑波在帮助内定老板中标四标项目
后，由其本人出资10万元、侄子熊某
出资30万元，以熊某名义入股四标项
目公司，获得项目利润“分红”100万

元，其中涉嫌干股受贿22.9万元。
通报指出，该违法犯罪问题在全

省不是个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失管失控、乱象丛生，
影响非常恶劣，教训非常深刻。各级
各部门要以案为鉴，进一步加强对权
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健全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委员会职能，加大行政监管力
度，强化全程监管、实质监管、场外监
管。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不法企业
和老板，视情依法依规采取降低资
质、记入“黑名单”等措施，戳到“痛
点”，强化联合惩戒，全方位提高违法
成本。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抓
紧处置问题线索，以实实在在的整治
成效净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市场，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2人当选7月“湖南好人”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贺正鑫 廖凌霄）湖南省市场监管
局最新公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显
示，全省抽检食用油、调味品、饮料等 12
大类食品 268 批次样品，其中 16 批次样
品不合格。

根据抽检，标称长沙市野庄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乐甜乳味饮品（草莓味）；益阳
市大通湖区润湖纯净水厂生产的润湖牌
包装饮用水；常德市石门县宝峰街道曹家
棚社区石门新艳商店销售的，标称石门夹
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十九峰
富硒水包装饮用水，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标称桃江县向阳花禹之泉纯净水厂
生产的禹之泉纯净水；标称株洲市益寿源
水厂生产的炎帝神饮用天然山泉水；安化
县东坪镇石清纯净水店销售的，标称安化
县珠木峰饮用水有限公司生产的珠木峰
包装饮用水，铜绿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长沙市天心区家润多超市熙山园店
销售的，标称湖南省扭妞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辣脆萝卜；标称益阳市蓝天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呷好姜，苯甲酸及其钠盐
(以苯甲酸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
计)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
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不合格产品还包括：株洲市天元区神
农福商行销售的，标称炎陵金紫峰粮油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菜籽油；攸县好又
多生鲜店销售的，标称株洲市湘域缘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脆辣萝卜条（酱腌菜）；益
阳市赫山区沧水铺镇大润惠超市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香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剁辣椒。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省市场
监管局已责成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
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
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从严处理。

省市场监管部门公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

16批次食品样品抽检不合格
涉及多家企业生产销售的饮用水、食用油、酱腌菜等

湖南日报8月4日讯（通讯员 李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作为考务工作
者，既要有民本情怀，更要有纪律和
规矩意识。”近日，津市 37 家事业单
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9名工作人
员，市纪委监委挺纪在前，通过集体
提醒谈话的形式向34名考务工作人
员敲警钟。

疫情给今年的就业带来了影响，

各级招考招聘犹如“及时雨”，显得弥
足珍贵。为严肃考风考纪，确保招考
公平公正，津市纪委监委靠前预防，
采取“面对面交流、心贴心剖析”的提
醒谈话方式，嘱咐考务工作人员把责
任尽到位，工作要经得住组织看和群
众评，坚守纪律和规矩底线，真正出
自公心为基层选才。同时，把报考、笔
试、面试、体检、考察等各个环节工作

做扎实，全过程规范管理，积极防范
和化解廉政风险。

通过提醒谈话，切实提高了考务
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保密意识和纪
律意识。下一步，津市纪委监委将强
化再监督，畅通信访举报渠道，设立
作风观察点，严肃查处招考过程中的
违规违纪行为，确保监督执纪严肃有
力。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宇舟）7月30日，湖南高创
新能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创孤
岛微电网系统”在湘乡褒忠山风电场
调试成功，首台风电机组顺利并入

“高创孤岛微电网”发电，开启风场机
组安装、并网测试双线进行的新模
式，成为国内首创的陆地风力发电孤
岛微电网系统。

一直以来，风电场建设的设备调试

工作，需要在电网并网验收通过和外电
网接入后才能开展机组并网测试，整个
并网测试周期一般需要2个月时间。湖
南高创新能源公司的科研人员大胆提
出构建风电场孤岛微电网的新设想，即
以独立于主电网外的孤岛微电网提前
开展风电机组并网测试工作。

高创新能源技术攻关团队通过深
入研究和不懈努力，将“高创新能源孤
岛微电网技术研究”应用于湘乡褒忠山

风电场并网调试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研
发，成功搭建了褒忠山风电场内部微电
网系统。该系统成果通过了湖南省电科
院等行业专家的现场评定。经测算，这
一系统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翊介绍，公司将对孤岛微电网技
术进行标准化和产业化推广，开创新
能源风电行业机组安装与并网测试
交叉进行的全新模式。

风电场“孤岛”微电网在湘研发成功
可实现风电场机组安装与并网测试交叉进行

湘潭恒欣有限公司研制的矿用架空乘人装置（俗称“猴车”），国内市场占有率
已连续多年位居第一位——

造“猴车”，当“猴王”

重拳出击 严管严治招投标乱象
湖南通报沅江市2016年旱改水项目招投标违法犯罪典型案

津市：提醒谈话确保招考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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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8 月 4 日讯
（见习记者 杨永玲 通讯员
唐晓勇）“今后工作要继续
对标对表，找准差距，抓好
落实。”近日，永州市整治办
副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沈
林松在永州市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现场推进
会上,部署推进冲刺阶段全
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
整治工作。

永州市委、市政府坚持
铁腕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确保隐患清零。全市共
治理完成各类隐患 12222
处，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19.04 万辆，马路市场整改
完成176处。3月26日以来，
全市共查处酒驾 504 起，醉
驾317起，行政拘留219人，
刑事拘留316人；查处“两客
一危”车辆违法 6332 起、超
限超载车辆 2120 台次、非
法营运车辆 623 台次。全市
本地“百吨王”车辆已全部
切割、恢复原状，查获外地
牌照“百吨王”车辆50台。全
市涉工程、货车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率同比下降94.78%。

省整治办的考评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永州全市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工作成效累计排名全省
第一。永州交警下一步将加
强联通共治，发挥协调作
用，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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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溪台村，成片的光伏发电站太阳能板犹如镶嵌在深
山中的“蓝宝石”。2018年，该村240千瓦光伏电站建成投产，每年收入达5万元，98户
贫困户通过分红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杨晓 摄影报道

“阳光收入”
助力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