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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奕楠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罗斌辉

一张“膜”让水由浊变清，一束“光”
可以“削铁如泥”，一根“线”让新能源汽
车“跑”起来，一只浮标“钓”出30亿元大
产业……湖南“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
业中的佼佼者，在市场惊涛中逆势前
行，魅力势不可挡。

湖南日报记者走进省内30家中小
企业，挖掘“小巨人”的“大作为”，探寻背
后的成功“密码”，为更多中小企业在市
场风浪中走“专精特新”之路树立标杆。

迅速复苏的底气
对于“小巨人”企业来说，疫情后的

复苏，比预想的要快一点。
8 月盛夏，一箱箱打包好的“猴车”

零部件装车后，从湘潭恒欣有限公司发
往山西、河南等地大型煤矿。“疫情期
间，销售员出不去，客户停产，我们也受
到影响。”湘潭恒欣董事长肖公平说，

“不过，今年二季度就恢复了，销售收入
同比还增长了10%以上。”

位于韶山市高新区的湖南远东钢
模有限公司，厂房内机器轰鸣，一批批
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液压T梁模，正在
加紧制作。

广西南天高速公路液压 T 梁模是
远东钢模今年新签订单，“第一笔合同
额为800万元，后续有望大幅增加。”远
东钢模董事长张红卫信心十足。

疫情过后，郴州市东塘电气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业绩强力“回弹”。8月，东塘
电气中标 2020 年郴州配网运维项目，

从全国 150 余家电气设备制造企业中
脱颖而出。东塘电气董事长谭珍忠介
绍，尽管疫情给电气设备行业带来严重
影响，但该公司生产经营仍在稳定运
行，1 至 7 月生产总值超过 5000 万元，
同比增长5%。

这些企业疫情后迅速复苏的底气
从何而来？

从株洲福德轨道交通研究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稳根向记者展示的一份
清单中，可以找到答案。这份清单列出
了至今在电力电子细分领域仍被国外
垄断的产品。

福德轨道全员上下，人人心里都有
这张清单。照着清单攻关出来的产品，
不仅在国内独一无二，而且质量过硬口
碑好。拥有“硬核”实力，福德轨道快速
壮大。今年上半年，该公司产值同比增
长40%以上，全年销售规模预计可突破
1亿元。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我省中
小企业危中寻机，顺势而为、借势而上，
展现出十足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

“单项冠军”的实力
虽说始于“偷师学艺”，但如今，金

昊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其“制胜
法宝”，成为了国内微细球形铝粉细分
市场的“领跑者”。金昊科技每年拿出营
业收入的 8%用于科技创新，组建的研
发团队和技术联盟，先后获得了11项发
明专利。目前，金昊科技生产的微细球
形铝粉占全国市场份额的近三分之一，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9年3月，当蓝思科技准备生产

彩色玻璃背板时，宏大真空立即启动研
发团队，不到5个月时间，手机盖板玻璃
渐变色镀膜机研发成功，得到了蓝思科
技的大订单。“要是晚行动3个月，3.5亿
元订单就没了！”宏大真空总经理黄乐
说，紧盯市场“风向标”，一旦忽视市场、
停止创新，就会被立马淘汰。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中小企业不断
攻坚克难，突破关键技术。

现代工业离不开焊接。两年前，焊
丝生产自动化对中国来说还“遥不可
及”。受国外技术封锁和相关设备垄
断高价掣肘，我国焊丝生产的关键环
节——焊丝层绕，必须依靠人工完成，
中国焊材产业整体智能化转型升级也
因此遭遇困难。

为打破困局，2016年，沈福安等人
联合成立长沙衡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先后筹资 1200 万元，致力攻克智能化
焊丝层绕技术。去年，衡开智能自主研
发的智能化精密层绕机器人实现量产，
正式进入市场。今年即使受到疫情影
响，衡开智能的智能化层绕机器人销售
额仍有望突破亿元。

近年来，我省“小巨人”企业专注细
分市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助力优
势产业发展延链、强链、补链，为湖南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疫情后的中小企业逆风而行，创新

与转型正成燎原之势，焕发蓬勃生机。
2019年，“气瓶王国”金化高容收购

了一家冷拔管生产企业，将生产缠绕气
瓶的前端环节——钢管冷拔纳入公司

整体产业链。“市场风险不可避免，企业
要增强‘免疫力’。”湖南金化科技集团
董事长彭琪对未来发展有信心。

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
的电芯有三大技术国际领先：可以在零
下5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正常放电，能
够在 6 分钟内完成从 0%到 100%的充
电，在遭遇枪击、针刺时不爆炸、不起
火。公司董事长刘艳开说，这是电将军

“打天下、得天下”的基石。
大科激光专门针对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成立了应用部，为客户定制和研发
激光器设备，最快只需10至20天即可
完成。“打造我国工业市场上光束质量
最高、加工效果最好的激光器。”大科激
光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

记者走访的30家“小巨人”企业，各
有特色，富有朝气。不断延长的产业链、
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精细的
管理与服务，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所
在；强有力的政策“后盾”，则给予其不
断向前迈进的勇气。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造完善中小企
业服务平台，加快清理中小企业发展中
的“拦路虎”。今年3月底，省中小企业续
贷受理中心投入运营。通过“123+N”的
融资服务模式，聚合各方金融服务资
源，为中小企业提供智能便捷、一站式
融资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目前，湖南省正在按照“政府搭建
平台、平台集聚资源、资源服务企业、企
业受益发展”的总体思路，打造国内领
先的省级中小企业综合性服务平台，优
化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

经济
视野

【基地简介】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

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其故居
位于郴州市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
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故居坐东南朝西北，主体建筑采
用湘南民间砖木结构制式，为青砖墙
体、青瓦屋面、木板楼阁。现故居内4间
厢房复原了邓中夏一家曾经的生活场
景，堂屋为陈列室，展示着邓中夏烈士
的生平事迹。

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生于此
并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17年考
入北京大学后，他在李大钊的引导和
十月革命的鼓舞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列
主义，并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20
年10月，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
捕，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年仅39岁。

【藏品故事】

邓中夏与《工人之路》

邓中夏故居陈列室的展柜中，陈
列着《青年工人》《工人之路》等一批进
步刊物，是邓中夏领导和参与工人运
动的重要史料。

1925年6月，随着震惊中外的省港
大罢工爆发，一份指导工人罢工斗争的
报纸——《工人之路》应运而生，作为大
罢工领导者之一的邓中夏担任主编。

“在担任主编期间，从版面设计到
报头题字，从重要文章撰写到稿件校
对，许多都是邓中夏亲力亲为。”故居
讲解员邓如芬介绍，邓中夏当时发表
的文章或辛辣嘲讽，鼓舞工人斗争志
气；或循循善诱，引导工人积极思考、
灵活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史册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5 年 7 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收
到沙面英国总领事杰弥逊的来信。杰
弥逊在信中称罢工会影响中国人自己
的粮食供应、减少中国工人做工和谋
生的机会。邓中夏对此在《工人之路》
上发表文章予以坚决驳斥：“我们都知
道你措辞的用意，你想向我们叩头乞
和，希望我们团结分离，故以失业为恫
吓，好减少我们对付你们的力量。哈
哈！红毛鬼呵！其实你的肝肺心肠，我
们已用X光线一眼看穿了……”鞭辟入
里的犀利文风，既一语道穿英方动机，
又提振了罢工工人的信心，同时也展
现了邓中夏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邓中夏的指导下，《工人之路》
先后开辟了“短评”“特载”“省港罢工
消息”“国内新闻”“世界新闻”“工人常
识”等栏目，不仅紧密联系实际，战斗
性很强，而且照顾工人群体，版面活
泼，语言通俗易懂，因此深受工人欢
迎，为科学指导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
主义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梁可庭 记者
黄晗 通讯员 谷志健 周茁莉 整理）

——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戴帅汝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气候条件,好
气候才能孕育好产品，优质农产品身
上，都凝结着气候的奥秘。

在刚刚结束的第22届中国中部（湖
南）农业博览会上，12个湖南气候优势
区生产的“湖南气候好产品”精彩亮相，
150 平方米的展区内展出了张家界莓
茶、黔阳冰糖橙、祁东黄花菜、崀山脐
橙、凤凰雪茶等“气候好产品”。何谓气
候好产品，气候环境对农产品的品质有
什么影响？11 月 3 日，气象专家对此作
了解读。

一年四季好气候，孕育
湖湘好产品

“我省光、热、水资源丰富。一年四
季的好气候孕育了好产品，局地小气候
让各地农产品与众不同。”省专业气象
台台长廖春花介绍。

每年 3 月，湖南陆续入春，气温回
升，雨水充沛，给春季农业生产提供良
好的墒情。湖南的春茶驰名中外，与独
特的气候密不可分。茶叶对温度要求
高，湖南春季日平均气温在16摄氏度以
上，适宜茶叶生长，又因地形地貌和海拔
高度不同, 形成了局地小气候。比如湘西
的山地小气候孕育出的沅陵碣滩茶、张
家界莓茶、凤凰雪茶，湘东的长沙位于北
纬28度附近的绿茶黄金产业带，适宜的
气温、湿度、光照孕育出上品绿茶。

5 月中旬起，我省进入长达 4 个月
左右的夏季，具有雨热同期的气候特
点。雨热同期，不仅减小了高温带来的
热害和干旱发生概率，也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作物高温脱水。在湘南地区，充足
的降水量与较高的气温，滋养出蛋白质

与淀粉含量丰富的农产品，如八月黄
豆、攸县香干；在湘中，充足的日照时长
造就了甜度适中或清新爽口的农产品，
如祁东黄花菜。可以说，局地小气候塑
造了农产品优良的内在品质，也为我们
留下了可口美味的夏天。

9月底前后我省相继进入秋季，琳琅
满目、香甜可口的农产品纷纷闪亮登场。
此时昼夜温差加大，为优质农产品的成
熟提供了可贵条件。白天温度高，光合作
用处于最高状态，产生大量有机物；夜晚
温度低，减少了有机物的消耗，昼夜温差
大有利于作物营养物质和糖分的积累，
果蔬类的农产品因此会有更好的口感。
黔阳地处世界柑橘黄金纬度带附近，有
着种植冰糖橙的天然气候优势。

到了冬天，大多数作物会因环境温
度较低而生长发育减缓，但是湖南越冬
时期较短，12月中旬开始才迎来冬季，
最冷的1月平均温度也在4至7摄氏度
之间。因此，我省冬季可供种植利用的
品种也较为丰富,如粮食作物的麦类、薯
类，油料作物的油菜，经济作物的豆类、
水果和蔬菜等。同时，我省大部分地区
都在北纬25°以南，对于喜温作物和蔬
菜以及亚热带水果而言，冬季就像在一
个“天然温室”里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
气候资源优势。

气候为特色农产品注入
新的高品质认证

何谓“气候好产品”？省气象局局长
刘家清表示,一是气候禀赋高，二是生态
环境好，三是气候风险较低，四是当地
生态保护意识强、绿色发展愿景大。湖
南气候好产品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
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充分挖掘特色
农产品的气候资源禀赋。

“每一个优质的农产品，都离不开
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刘家清表示，世

界上农业发展较早、农业发达的地区多
分布在降水适中的热带、温带平原地
区。湖南处在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区，这里光照充足，年日照时数为1200
至 1800 小时；雨水充沛，年降水量为
1200至1700毫米；无霜期长，热量资源
丰富。“一湖三山四水”特殊的生态环境
形成了省域内东西南北中独特的小气
候，独特的小气候孕育了湖湘特色的气
候好产品。

在国外，很多知名农产品都非常重
视产地气候资源挖掘。比如，世界公认
的法国葡萄酒最好的年份有 1982 年、
1990 年、1996 年及 2000 年，这些年份
气候良好、阳光充足，葡萄的自然品质、
成熟度和收成量都非常理想，酿出的葡
萄酒有着独特风格。

近年来，中国气象局大力推进特色
农产品“国家气候标志”品牌认定工作，
积极支持各地挖掘独特的气候环境资
源，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目前全国已有6
个农产品率先获得“国家气候标志”认
证，湖南邵阳油茶也名列其中。

今年，省气象局与农业农村部门联
合创新，联合推出“湖南气候好产品”品
牌创建活动，深度挖掘湖南特色农产品
背后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推出 2020
首届“湖南气候好产品”品牌，包括张家
界莓茶、黔阳冰糖橙、祁东黄花菜、崀山
脐橙、凤凰雪茶、攸县香干、华容芥菜、
长沙绿茶、沅陵碣滩茶、茶祖三湘红、洞
口雪峰蜜橘、邵阳油茶等。

刘家清表示，气候环境好在哪里，
对农产品的品质有什么影响，都需要经
过专业、系统的研究，科学、权威的评
估，农产品气候标志认证工作，着力于
评估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生
长发育和品质形成的影响，对提升农产
品质量和附加值，增强优势农产品的品
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 11 月 4 日讯
（见习记者 王柯沣 通讯员
梁华）昨天下午，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召开 2021 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会
上，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
长涂碧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按照订阅范围，
落实订阅要求，全面确保《人
民日报》《求是》《湖南日报》

《新湘评论》等党报党刊发行
任务高质量完成。

会议强调，做好 2021 年
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于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
要意义。

会议要求，各类学校图
书馆、村级活动中心、社区阅
览室等基层文化设施，可采
取公共文化产品采购形式，
实现重点党报党刊有效覆
盖；引导“两新”组织积极征
订和学用党报党刊，进一步
打开“两新”组织党建新局
面；发动车站、政务中心、宾
馆酒店、银行等人流集中的
窗口单位，订阅一定数量的
党报党刊，为办事群众提供
便捷的阅读服务。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廖晓菲）1日晚，“百万赠票
惠市民”启动仪式暨资助贫困学子、圆
梦艺术大学飞扬之夜音乐会在湖南音
乐厅举行。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馆主办。
2019 年起，该馆秉承“文艺惠民、文艺
为民、文艺乐民”的宗旨，创建了“百万
赠票惠市民”活动，每年推出公益演出
300 多场，赠送惠民免费观演票上万
张，票价达100万元，惠及群众20余万
人次。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在线下
惠民演出无法开展的情况下，该馆策
划了“风雅端午”、丝竹雅韵、乐秀芳华
等多场线上音乐会。2021年，该馆将继

续开展“百万赠票惠市民”活动，举
行超过百场公益演出，包括室内音
乐会、钢琴音乐会、民族音乐会、儿童
专场等多种形式。启动仪式上，农民
工、环卫工人、学生、老师、社区居民代
表领取了湖南省文化馆惠民观演卡，
包括 2021 年全年免费年卡及终身免
费卡。

接下来的演出中，男中音歌唱家
杨小勇、男高音歌唱家陈苏威、祁东县
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等，带来了

《斗牛士之歌》《那就是我》《幸福的模
样》等歌曲，动人的演唱收获了经久不
息的掌声。最后，音乐会在全场激情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中结束。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谭盼盼）11月2日下午，一名
男子不慎从7楼跌落到6楼平台，为尽早
看到患者，准确评估伤情，省直中医院急
诊科医生、27岁的肖贤强化身“蜘蛛侠”，
从一楼徒手向上攀爬了13米。这位“90
后”医生以身犯险，最终让伤者顺利脱险。

11月2日下午4时，省直中医院急
诊科接到120指令：在株洲汽车城附近
的一处立体停车场，一名男子从高处
坠落，伤情不明，急需救援。急诊科医
生肖贤强立即和同事赶往现场。

经了解，事发现场是一处未启用
的立体停车场，伤者是37岁的毛师傅。
当时，毛师傅在 7 楼检修时不小心踩
空，坠落到6楼平台。所幸，他在受伤后
仍意识清醒，当即拨打了求助电话。

“一开始，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了解
伤情。”肖贤强介绍，毛师傅虽意识清
醒，却一直喊胸口痛，呼吸困难。这让
他感到担忧。从高处坠落后，患者容易
出现脊髓损伤或气胸等危急情况。光

凭电话交流，他无法准确评估对方的
伤情，但要赶到伤者所在的位置，肖贤
强只能沿着铁架子向上攀爬。

“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看到患者，我
就早一秒心里有底。”肖贤强说，简单看了
下地形后，他向消防员借了顶安全帽，带
上血压计、指脉血氧仪等，开始向上攀爬。
由于有些恐高，攀爬过程中，肖贤强一直
不敢往下看，只是一个劲地往上爬。不到5
分钟，他就爬到6楼平台。顾不上喘口气，
他赶紧为毛师傅量血压、测心率、检查伤
情等。在确定对方没有伤到脊髓、颈椎等
重要部位后，他心中的石头落下了。

“别害怕，有我在。消防员正在想办
法救你下去。”肖贤强坐在毛师傅旁边，
一边密切监测对方的生命体征，一边耐
心鼓励。随后，他和消防员一起，将毛师
傅放在一个简易担架中，再系上安全绳，
一点点地往下放。毛师傅平安落地，被迅
速送往省直中医院心胸外科。经检查，毛
师傅多处肋骨骨折。由于救治及时，并无
生命危险，目前正接受住院治疗。

湖南日报 11 月 4日讯
（记者 黄利飞）11月2日晚，
老百姓大药房发布公告称，
为支持公司在中国地区拓展
门店、建设物流网络和收并
购安排，公司向国际金融公
司（以下称“IFC”）申请长期
贷款。IFC在对公司进行了详
尽的尽职调查后，认可公司
的业务布局和发展前景，决
定对公司提供 10 亿元的贷
款支持。

目前，老百姓大药房与
IFC完成了贷款协议的签署，
在IFC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10亿元的长期
双币贷款中，含3亿元人民币
等值的美元贷款及 7 亿元人
民币贷款，贷款期限为7年。

IFC 为世界银行集团成
员之一，成立于 1956 年，是
全球最大的专注于私营经济
发展的国际开发机构，其在
新兴市场耕耘近60年，办公
地点覆盖100多个国家。

老百姓大药房表示，本
次贷款利率低于国内同期

贷款的市场利率，能有效降低公司
的融资成本；通过借取及使用本次
贷款，公司预计在未来 3 年内通过
有机增长增加大约 1800 家店面，
通 过 收 购 再 增 加 大 约 1200 家 店
面。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老百姓大
药房拥有6177 家门店，营销网络已
覆盖全国 22 个省级市场、130 多个
地级以上城市。

逆势走向“专精特新”
——湖南“小巨人”企业的新作为 邓中夏：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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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农产品的“气候密码”

11月4日，湘乡市月山镇红日村，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工作人员采用直升机吊篮法，在±800千伏祁
韶线完成了世界首次城镇居民区特高压直升机带电检修作业，成功消除线路隐患。直升机带电作业是电网运行检修技术的
发展方向，代表了当前国际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的最高水平，使带电作业检修更加安全、快速、有效。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辉军 摄影报道

世界首次！城镇居民区特高压直升机带电检修

男子高处坠落至6楼平台

医生化身“蜘蛛侠”攀爬13米施救

湖南省文化馆“百万赠票惠市民”

邓中夏故居外景。 通讯员 摄

邓中夏故居陈列的《工人之路》
影印件。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