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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华融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恒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生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津湘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

市 州

长沙市

益阳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衡阳市

长沙市

岳阳市

长沙市

长沙市

衡阳市

郴州市

长沙市

益阳市

益阳市

长沙市

郴州市

邵阳市

长沙市

株洲市

益阳市

邵阳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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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集团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步步高集团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联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市 州

其他

长沙市

长沙市

娄底市

长沙市

湘潭市

长沙市

娄底市

株洲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衡阳市

常德市

长沙市

长沙市

怀化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郴州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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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天元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新长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

湘林集团有限公司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胜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金煌实业集团

伟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欣集团

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鹏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钢之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集团有限公司

市 州

湘潭市

湘潭市

长沙市

郴州市

衡阳市

衡阳市

邵阳市

岳阳市

郴州市

长沙市

郴州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郴州市

株洲市

常德市

长沙市

岳阳市

长沙市

娄底市

株洲市

长沙市

长沙市

常德市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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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株洲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金海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钢结构有限公司

德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林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天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千龙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仁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螺丝建筑有限公司

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坪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东信集团有限公司

精为天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岳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宏凌青城置业有限公司

市 州

株洲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湘潭市

常德市

株洲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邵阳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市

怀化市

株洲市

湘潭市

常德市

邵阳市

长沙市

岳阳市

怀化市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工商联（总商

会）牵头，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发改

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

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

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省税务局等部门参

与，每两年举行一次“湖南省民营企业100强”

发布活动，向社会发布湖南省民营企业100强

名单。

从今年 3 月份开始，省、市（州）工商联组

织开展了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全省共有192

家年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参加调

研。在此基础上，省工商联按营业收入排序，

提出了 2020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名单，并

经过省直13个部门的审核。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观点10 2020年11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杨诚

金雨 向秋

11 月 2 日下午，接到一位好友电
话调侃，她说仿佛天南地北的媒体人
都在为一片“稻田”刷屏。这一天，袁
隆平团队第三代杂交水稻在衡阳测
产成功，双季稻亩产达到 1530.76 公
斤，再次刷新了杂交水稻亩产的世界
纪录。

现场专家介绍，第三代杂交稻与
普通水稻差异明显，抗早衰性强、穗
粒更多、抗倒伏性更好，且绿色的功
能叶能为水稻提供更多营养，其口感
介于籼稻和粳稻之间。可以说，第三
代杂交稻不仅实现了高产，还实现了
从高产向“优质、高产并重”的转变，

是落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的
完美示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
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梦”。为了梦想，袁隆平从
安江农校出发，一走就走成了“九零
后”。上世纪六十年代，袁隆平团队在
海南实验时，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屋顶
上盖着稻草，刮风时透风，下雨时漏
雨。从海南到长沙，往返一次需要七天
七夜。一年到头，吃的肉都是从湖南老
家带去的腊肉，从没吃过鲜肉。正是对
科研的坚毅、执着，对创新的不懈追
求，让袁隆平看淡了生活的艰辛，一次
次攀登科学的高峰。

如今各方面条件大大改善，但业

已功成名就的袁老，依然奋战在科研
一线。即便到了90岁高龄，他仍然“管
不住”自己那双迈向稻田的腿，“收不
住”那颗向着水稻的心。今年夏天，他
仍顶着酷暑坚持“四下”稻田。老骥伏
枥、老当益壮，袁隆平之谓也。杂交稻
双季亩产达到 1500 公斤，正是袁老

“稻”梦空间的精彩片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第三代

杂交水稻测产采用机械收割，损耗
率较高。而在以前，测产都是人工收
割，损耗率较低。明知道损耗率会影
响亩产记录，为什么还选用机械收
割？因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下，
采用机器收割更符合现代农民种粮
方式，测出来的产量更接近于真实

场景。数字，不仅代表着高产，更体
现出袁隆平团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
百姓情怀。

犹记得疫情期间，面对有无必要
提前“屯粮”的疑问，农业农村部坚定
地传递信号：口粮绝对安全有保障。新
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粮食安全的冲击，
恰恰验证了我国能够将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
得了主动。这其中，丝毫少不了袁隆平
团队的贡献。

连日来，袁老被刷新纪录的幸福
包围着。面对媒体采访，老人笑言自己
要从“九零后”一直干到“百零后”。袁
老的“稻”梦空间仍在不断超越、突破，
无限美景追不尽。

“稻”梦空间 美景无限
郭光文

“以前开人大会时，往往是我们把
建议、批评和意见等用文稿认认真真地
递上去，然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单位将说
明、解释和结果等用文稿寄下来，问题
能否解决，我们无法了解详情。近几年
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和部门单
位一改这种单纯的‘文来文往’做法，采
取‘文来文往’与上门访谈、个别交谈、
现场座谈和代表视察、联合调研等‘人
来人往’相结合的形式办理人大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这种零距离的联系方
式管用，我们打心里满意！”

最近，本人在基层调研时经常耳闻
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诸如此类的声音。
从单纯的“文来文往”到“文来文往”与

“人来人往”相结合，至少有以下几个好
处：一是促进了相向交流——“人来人
往”能形成相向互动的良好氛围，相互之
间不再是冷冰冰的文牍往来，有了情感
的温度，对于一些不理解的问题，不仅可
以当面直接询问，而且可以推心置腹探
讨。二是增加了透明程度——在“人来人
往”的面对面中，过程清晰，措施明了，有

效避免了拖拉、敷衍等情况的发生。三
是提高了办事效率——过去“你发个文
件给我，我回个文件给你”，如此不免会
产生形式主义等问题，会让实际工作在
文牍往来中空转。同时，还因办文程序的
繁琐,“文件旅行”的周折，浪费时间，影响
工作效率。

“文来文往”与“人来人往”，虽然只
有一字之变，但折射出来的是两种不同
的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人大代表和人
民群众所提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是帮助
各级政府部门了解社情民意、完善科学
民主决策、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的重要
途径。因此，认真而不是敷衍地、自觉而
不是被动地、深情而不是应付地办理人
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既是完善施政措施的必然要求，也
是政府部门的应尽之责。

当然，我们说欢迎“人来人往”，不是
走极端的主张废除公文制度，取消一切

“文来文往”。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手段，
公文办理制度自有其积极意义。但在需
要面对面、心贴心交流沟通的工作中，

“人来人往”有温度、有速度、有态度，应
该提倡。

既要“文来文往”
更要“人来人往”

周泽中

不同以往，今年的“双十一”
花样翻新，从 11 月 1 日起各大商
家就开始了大促活动，让不少“尾
款人”忙了个底朝天。这其中，苏
宁因同名战队成为今年打入英雄
联盟 S10 决赛的队伍，受到广泛
关注。不少观众在赛前询问苏宁
客服能否战胜对手，还声称如果
拿下冠军，“双 11”只认苏宁……
这一系列互动堪称电商营销的高
级范例。

自 2017 年起，电商、体育品牌
大规模入驻电子竞技项目，使得电
竞行业为之一振。今年四支进入赛
季舞台的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战队有
三支(即苏宁、滔搏、京东)都是如
此，他们一改以往电竞战队很少透
露幕后老板的态度，直接用品牌名
称冠名战队，可谓“简单粗暴”。而得
益于赛事的火热带来的高曝光度，
旗下粉丝群体也急剧扩大，特别是
京东等电商平台深耕数码产品多
年，与电竞玩家这一群体高度契合，
使得各大电商、体育品牌对电子竞
技的投入逐年增加，行业活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

赛场上，少年“阿彬”们全力追

梦，离不开赛场外整个电竞行业的
迅速发展。不同于那批为电子竞技
披荆斩棘的元老，如今的少年们不
用再面对恶劣的吃住条件和苛刻的
薪资待遇，他们有优渥的训练条件
支撑，有经验丰富的教练指导，甚至
不少人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这
一系列质变，使得电竞行业前景逐
渐清晰明了。

年初疫情暴发，不少宅家的年
轻人将金钱与热情洒向了端游、手
游，电竞用户进一步增长，市场潜力
呈指数提升。作为选手输出大省，湖
南在赛场之外有着广阔发展空间。
去年11月，IEF2019湖南·马栏山国
际数字娱乐嘉年华在长开幕；今年
9 月，绿色电竞文化产业研讨峰会
暨网易城市电竞公开赛长沙站启
幕。从这两场大型赛事可以看出，湖
南对于电子竞技始终持开放、包容
的态度。

当然，湖南想要完成电竞产业
从“大”到“强”的转变，还需要从引
进知名项目、知名战队着手，争取更
大型的赛事举办权。换个角度讲，就
是政策层面要从鼓励发展提升到全
力支持，让电竞产业真正成为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重点发力的新兴
板块。

搭上电竞产业的
“顺风车”

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内墙、外墙上
的宣传板、宣传牌、门头牌、门牌有上
百块，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可为了让自
家的牌子、板子挂在显眼处，有上级部
门开始争夺村委会墙上的“C 位”。面
对《半月谈》采访，当地基层干部说，哪
个部门的工作都很重要，哪个都惹不
起，为了应对部门检查，只好谁来检查
就挂谁的牌子。

当前，各地实施了多样化举措，
不断深化改革，推动治理力量向基
层一线下沉，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
效。但治理力量下沉绝不是仅让制
度挂在墙上，而要探索如何将更多
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否则良
好的初衷可能会变成基层形式主义
抬头。

文/图 朱慧卿

“牌子”上墙，更要上心

新闻漫画

张东阳

11月2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
整版刊发《这里的乡镇医院，何以“逆
吸”城里的患者和医生——湖南浏阳：
湘赣边区域“超级乡镇医院”调查》，关
注“浏阳超级乡镇医院”现象。

新华社记者深入浏阳多所乡镇医
院，实地探访乡镇医院经营运转情况。报
道以浏阳市骨伤科医院（也是社港镇卫
生院，简称社港医院）和集里医院两家乡
镇医院为例，剖析了他们立足乡镇、辐射
湘赣边，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病
人，甚至对大医院构成了“逆吸”的现象。
这种“逆吸”现象，带来多重启示意义。

创新的激励机制。这些医院的绩效
改革解决了收入分配不对称的问题，让
收入向一线和专家倾斜，实现了多劳多
得的分配公平性，最大化调动了从业人
员的积极性，产生了强大的人才吸附和
留用效应。

大胆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如集里医

院，早在2005年该院就从河北某省级医
院重金挖来一名神经内科专家。另外，
将医院原有医生送到大医院学习，并固
化成制度。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方式为
医生营造更为宽松的成长空间，使得乡
镇医院可以放手大干一番。

善于打造拳头科室。乡镇医院受辐
射区域、资金投入和医务人员总数限
制，不可能设置太多综合性强的大科
室，这就要求乡镇医院必须坚持差异化
错位发展思路。社港医院以中医骨科取
胜，集里医院则以神经内科、眼科和疼
痛科为特色。“打造特色专科”实现了

“一院一品”的特色化和差异化，让乡镇
医院有了自己强大的竞争优势，也为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浏阳“超级乡镇医院”的经验表明，
只有敢改革、真改革才能改好革。对乡
镇医院而言，同样要面向市场、顺应规
律改革。而在推进分级诊疗是医改大局

“牛鼻子”的当下，当地的经验显然值得
借鉴，类似的探索也多多益善。

“超级乡镇医院”带来的
多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