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合资车企的“后起之

秀”广汽三菱迎来了八岁生日。入湘八

年，广汽三菱始终秉承着“生于斯，长于

斯”的企业责任，领跑汽车湘军，为湖南

汽车板块“中部崛起”贡献力量。广汽

三菱以“驾驭探索之趣”的蓬勃之姿探

趣前行，以创新的品牌服务纵享乐趣，

以专业的技术实力纵情驾驭，以可靠的

产品品质纵横探索，开创品牌驱动高质

量发展新模式，开启品牌新征程。

以创新纵享乐趣

回首创立伊始，广汽三菱坚持国际

化、专业化、精品化路线，致力于“专业

创造愉悦”。随着经营体系日趋完善、

产品基础逐步夯实，八岁而立的广汽三

菱聚焦自身优势，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由性价比驱动向品牌驱动转变，通过发

布新品牌主张“乐趣无边界，探索不设

限”、品牌口号“驾驭探索之趣”及面向

未来三年的中期规划，用品牌力量引领

消费者发现人生的无限乐趣，用产品实

力为用户创造美好汽车生活。

八年磨砺沉淀，广汽三菱从汽车产

品提供者转变为汽车生活引领者。同

时，欧蓝德观星之旅、新劲炫葫芦娃跨

界合作、文和友跨界 IP 合作、发现未历

之境西藏试驾、“悦享幸福，因为有菱”

百城家宴等围绕用户生活场景的创新

营销活动，进一步加深品牌形象印记，

深化用户情感沟通，真正实现消费者价

值的全面落地，以一个充满乐趣、热爱

探索的独具风格汽车品牌形象迈入高

质量发展时代。

以专业纵情驾驭

自成立之初，广汽三菱就为自己的

品牌烙印了专业的标签。从 2018 年发

动机工厂投产到研发中心和零部件产

业园项目实施，广汽三菱对涵盖车型改

款研发、技术创新的产业链体系搭建布

局已久。今年 7 月，广汽三菱研发大楼

顺利竣工。同时，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技术的新能源车项目也正式开工，

开创了合资汽车深度联合研发的先河，

标志广汽三菱正式迈进新能源产业发

展新时期。

积沙成塔，聚木成林。随着研发中

心于2021年全面竣工，广汽三菱将建成

以整车工厂为中心，发动机工厂和研发

中心为两翼，辐射周边汽车零部件配套

企业的发展格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和

配套能力，为整车本地化研发提供有力

支持，通过高品质产品真正实现“探索

之趣，从不设限”。而立足湖南，广汽三

菱将作为湖南首个国际化汽车研发机

构的研发中心落户长沙，也旨在为湖南

汽车产业的集群发展、智能制造、本土

创新贡献力量。

以产品纵横探索

巨浪奔涌的时代，中国车市产品品

质成为把握市场脉搏的有力抓手。广汽

三菱一直深耕SUV技术专长，逐步搭建

起覆盖都市座驾、高端越野、新能源领域

的强大SUV布局。今年上市的2020款

欧蓝德和2020款帕杰罗·劲畅更是广受

好评。作为广汽三菱明星车型，欧蓝德

在“2047”（20 万元以内四驱七座）性价

比优势加持下，已累计收获近30万忠实

拥趸。而传承山猫家族精髓的帕杰罗·

劲畅则凭借“3047Plus”（3.0 排量 30 万

以内、第二代超选四驱、大 7 座）豪华配

置，受到越野迷的热烈追捧。

面向2022年，广汽三菱将加大车型

推出频率，与股东方广汽集团和三菱汽

车联合开展国际化研发，背靠广汽三菱

研发中心进行现地化研发，每年至少推

出 1款新车型，与时俱进完善 SUV产品

矩阵，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以丰富而强有力的产品阵容刷新 SUV

体验价值，为用户创造更具乐趣的汽车

生活，带领消费者一起探索无限驾趣。

八周年既是总结，又是启程。2012

年 10 月 12 日，广汽三菱作为湖南第一

家合资车企，强势激活湖南汽车行业。

八年间，广汽三菱引领汽车湘军，助推

湖南汽车产业蓬勃发展。而“益跑长

沙”安全童行、寻找美丽乡镇等一系列

公益活动，则用爱与温暖滋润三湘四

水，辐射中华大地。广汽三菱将以创新

品牌创造多维乐趣，以专业技术创造极

致驾驭，以产品实力不断探索，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成长为独具风格的汽车品

牌，助推中国汽车品牌全面向上。

（谭遇祥）

广汽三菱成立八周年。

“求变·向上”广汽三菱第五届创业先锋颁奖典礼。

广汽三菱“驾驭探索之趣”。 （本文图片均由谭遇祥提供）

驾驭探索之趣

广汽三菱八年征程广汽三菱八年征程，，探趣出发探趣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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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周湘发）“每两天到城里送一次豆
腐，每次10匣，能赚250元。”近日，
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新庄村，易地
扶贫搬迁户刘喜红在新房里磨豆、
滤浆、烧浆……忙个不停。他介绍，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和后续帮
扶，不仅告别了危房，还发展了稳
定的产业，日子越过越好。

娄星区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
脱贫攻坚“头号工程”来抓，出台实
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乡
镇成立工作推进小组，每月列出任
务清单，分片包干，责任到户。“十

三五”期间，娄星区采取集中安置、
集中购房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
的方式，共安置695户2193人。

娄星区积极写好易地扶贫搬
迁“后半篇文章”，出台后续产业
发展、易地扶贫结余资金使用等
相关政策。整合财政、农业、水利、
交通、教育等部门支农惠农资金，
向易地扶贫搬迁领域倾斜，加快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改善搬迁户生产生活条件。

同时，瞄准产业、就业，让搬迁
户安居乐业。通过实施产业奖补，
鼓励搬迁群众自主创业、经商、发
展种植养殖，今年共发展41户搬

迁户自主经商，创办经济实体；将
搬迁户就业与企业用工、技能培训
有机结合，开展就业推荐活动，安
排转移就业人员417人次；安排37
个特色农林基地作为后续就业基
地，累计解决近400人就近就业，
并带动390户在家发展种植养殖
产业；引导专业合作社、电商平台、
农家乐等签订产品回购协议，解决
搬迁户产品销路问题；针对弱劳动
力，设置公益性岗位60多个。

目前，娄星区所有易地搬迁
户已全部搬迁入住，搬迁入住率
达 100% ，搬 迁 户 脱 贫 率 达
100%，拆旧复垦率100%。

湖南日报10月 15
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
员 肖又军）10月12日，
洞口县城步步高超市

“橘子红了”消费扶贫专
区，120 平方米的展区
内，扶贫产品琳琅满目，
众多消费者穿梭其中，
挑选中意的产品。

今年来，洞口县积
极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
品销售，号召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通过“线
上+线下”模式，累计销
售扶贫产品1.62亿元。

洞 口 县 着 力 构 建
“三专一平台”为重点的
消费扶贫体系，依托中国
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数
据统计监测平台，相继建
成3个专馆、2个专区和
200台专柜，深入推进贫
困户农副产品进机关、进
校园、进医院、进社区等。

记者在洞口县凤凰
职业技术学校见到，消
费扶贫无人售货专柜
前，不少学生排队扫码
购买产品。该校通过消
费扶贫专柜售卖贫困群
众农副产品，鼓励食堂、
校园超市积极跟进，带
动学生群体参与消费扶
贫。今年来，该校安放的
4 个消费扶贫专柜的产
品销售额达2万余元。

洞口县扶贫办主任
杨国荣介绍，该县鼓励
企业与贫困户联合开展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
系。目前，全县已有 10
家企业通过《全国扶贫
产品目录》认定，74家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的 473 种扶贫产品入驻国务院扶贫 832 平
台和湖南省消费扶贫公共服务平台。

同时，该县积极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
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扶贫产品全部入驻湖
南农家好伙计等8家省级认定电商企业和50
余家以电商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确保贫困户
农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段新兰 唐志卓）

“我患肾病综合症，医药费花销很大，
向县委书记扶贫专线反映了自己的
困难，没想到书记亲自批示相关部门
研究。”近日，安仁县龙市乡桃园福地
村困难群众谭玉美说，县里通过防贫
综合保险对其进行救助，他因此将领
到近2万元保险理赔款。

安仁县涉贫越级信访一直居
高不下。为解决这一难题，2017
年，该县制定出台专门文件，建立
由县委督查室牵头，网信、信访、
扶贫、纪委监委、县公电办等单位
协同的专班、专责、专办、专报制
度，组建涉贫信访舆情专班，安排
专人值守县委书记扶贫专线、县

长扶贫热线和县扶贫办举报电
话。凡是受理的涉贫信访舆情，均
由县扶贫办主任签署拟办意见，
县委书记批示后交办到相关部门
办理，信访专班负责督办落实。

同时，实行“一个案件、一名领
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
的“五个一”办理机制，制定涉贫信
访舆情办理责任清单及办理工作流
程。包村县领导为领办责任人，牵头
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主要负责人入
户调查处理，做到问题不
解决不放过，力求信访人
满意、息访。县委书记、县
长等主要领导带头包案，
化解信访积案，收到很好
的效果。

对重大敏感、疑难信访舆情，该
县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
调度相关部门和乡镇召开会议集体

“会诊”、研判，提出处理意见。该县
还将涉贫信访舆情纳入县级脱贫攻
坚考核内容，对出现重大涉贫信访
舆情事件的乡(镇)实行“一票否决”。
2017年以来，安仁共办理各级各类
涉贫信访舆情 468 件，办结率
100%，该县今年越级访总量在郴州
市最少，实现大逆转。

县主要领导带头包案，将涉贫信访纳入脱贫考核

新机制化解涉贫信访难题

安 仁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宋彬彬）“幸亏前几天抢抓晴好天
气，一季稻全部收割完毕！”10 月 15 日，望
着淅淅沥沥的秋雨，长沙县黄花镇银龙村村
民易建陆欣慰地对记者说。

长沙县眼下再次进入连续阴雨天气，前
几日因抢抓利好天气，全县13万余亩一季
水稻已全面收割完毕。在长沙县农业农村局
的组织调度下，全县170台烘干机每天可烘
干稻谷3000吨，帮助解决晒谷难问题。

在长沙县同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谷
烘干现场，不少种粮大户和周边农户正开着
卡车，将刚收割完的稻谷送到合作社进行烘
干。烘干场里，拖拉机刚卸下一斗稻谷，工人

们只需将稻谷一点点推入烘干设备入口，
10 台大型全自动烘干机就开始作业，发出

“嗡嗡”的响声。根据湿谷水分不同设定烘干
时间，不到24小时水稻即可烘干入仓储存。

据悉，为解决因长期阴雨天气造成的谷
物干燥困难问题，长沙县统一调配了有条件
的农机服务主体开展专业化机收机烘服务，
并对中晚稻烘干作业服务，按照机组仓容量
每吨150元给予一次性补贴，充分发挥现有
烘干设备的效能，确保优质优价。

受今年一季稻抢收时间推迟影响，长沙
县双季稻也将在下一轮持续晴天期间，随之
进入抢收，因而长沙县稻谷烘干作业预计将
持续至11月中旬左右。

长沙县13万余亩一季稻抢收完毕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璜 水旺 志军)10 月 14 日，宁远
县仁和烘干场，该县天堂镇光辉村种粮大户
唐有兵见稻谷烘干、入库，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趁12、13日天气放晴，抓紧收割稻谷，没
想到13日傍晚开始下雨；仁和烘干场连夜
作业，终于让唐有兵抢收的50多亩田稻谷
烘干入库。

眼下正值中稻(含一季晚稻)收割季节，但
阴雨天气严重影响了稻谷的收割和晾晒,如不
及时抢收入库，将会霉烂发芽。为此，永州市
采取有力措施抢收稻谷、及时烘干入库。祁阳
县农业农村部门邀请种粮大户和粮食加工企
业协商，商定湿谷收购价格，由粮食加工企业

直接收购农民的湿谷。同时，组织128台稻谷
烘干机24小时作业，迅速烘干湿谷、入库。

该县潘市镇建溪村种粮大户曹毛生，以
每公斤湿谷2.2元的价格，把抢收的稻谷销
售给大米加工厂，收入40多万元。宁远县拿
出专项资金进行补贴，种粮户每烘干1吨稻
谷，县里补给予100元烘干补贴。该县昌荣
水稻种植合作社周运平介绍,企业烘干1吨
稻谷收费140元，政府补贴100元，种粮户
只要花 40 元。蓝山县组织 70 余台收割机、
40 多台应急烘干机跨区作业，每天可抢收
1500余亩稻谷、烘干稻谷1000余吨。

到目前，永州市抢收154.4万亩中稻(含
一季晚稻)，烘干率100%。

永州及时抢收稻谷烘干入库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通讯员 刘勋
惠 黄祥湖）“对照16条问题清单，发现单位
有3笔资金存在隐形报账的嫌疑，与相关人
员核实后，1.2 万余元违规金额已如数追
缴……”近日，安仁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通
报了“四风”问题自查自纠结果。该县通过对

“四风”问题清查清仓，115个单位共清退违
规资金315.98万元，其中隐形报账266.9万
元、隐蔽公款吃喝13.38万元。

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屡禁
不止且曲线抬头的现象，安仁县纪委监委制
定了《纠治“四风”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重点聚焦变着法子公款消费、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等方面的新动向、新情况，列出 3
大类16条问题清单，督促全县各级各部门
对标对表，彻底清查近年来的“四风”问题存
量，采取自查自纠与监督检查相结合方式，
实现无缝对接。对主动作为、认真整改的，从
宽从轻处理；对隐瞒不报、整改不力的，从严
从重处理。

专项整治中，该县从财政、审计等单位抽
调人员组建4个督查组，专项检查二级机构财
务管理，重点检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尤其是虚开发票、违规列支、主管部门到
下属机构隐形报账等行为，共查出问题68个，
追缴违纪违规资金79.27万元。

清查隐形变异“四风”问题
安仁115个单位清退违规资金315万余元

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
搬迁入住率100% 搬迁户脱贫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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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星区洞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