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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鹏 程 钺

“这台变压器温度正常！”12月27日
3 时 10 分，气温 2℃。在株洲市茶陵县
110千伏云阳变电站，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员工李湘林和他的队友正在忙碌地进行
夜间测温工作，凛冽的寒风将他们的脸
冻得通红。夜幕中，黄色的安全帽在点
点灯光的照射下，如同冬日里的暖阳，为
寒冷的冬夜增添了一份暖意。

为确保居民和重点企业冬季取暖
安全及可靠用电，国网株洲供电公司按
照国家电网迎峰度冬电力安全可靠供
应8项举措和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具体
安排部署，从全面检查迎峰度冬措施落
实情况、强化电网运行管控等多方面入
手，构建严密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
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
靠、有序供应。

未雨绸缪，周密部署保安全

“冬季大幅降温降雨会对电网安全
运行带来影响，我们要做好全方位部
署，如发现线路覆冰情况，请第一时间
反馈……”12月 28日，国网株洲供电公
司变电运维人员迎着寒风在110千伏荷

叶塘变电站进行防冻融冰特殊巡视，这
是电力员工全力应对寒潮来袭的其中
一个场景。

随着气温逐渐走低，用电负荷呈快
速增长态势，株洲目前最大用电负荷和
日最高用电量均已超过去年冬季的最
高水平。为了确保电网安全度冬，国网
株洲供电公司明确部门职责，做好电网
运行和负荷预测，加强输变电设备巡视
检查、缺陷处理和电网运行维护，配备
充足的应急抢修物资，提前做好应急抢
修准备。同时，组织供电所、配电运维
班人员维护、检修各自辖区的配电设
备，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配电设备安全、
稳定运行。

在安全用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
还利用隐患查治之机，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耐心细致讲解冬季用电注意事项和
电热毯、电热扇及常用充电设备的使用
方法，并通过现场演示、发放宣传画册等
途径，强化居民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防

护能力，引导客户安全用电，避免因不规
范用电带来的安全风险。针对农村地区
留守家庭多的情况，该公司向农户发放
便民服务卡，公开联系电话和服务承诺，
便于及时解决用电方面的各类难题，积
极营造温馨舒适的用电环境。

目前株洲供电公司在流动监视哨
进行日夜监测，每天及时报送冰情监测
数据，梳理备品备件和应急抢修队伍，
全力做好防冻融冰应急各项准备工
作。该公司跟踪做好电力保障和服务，
齐心勠力打好冬季保暖保供电“组合
拳”，为居民安全用电、温暖过冬提供坚
强的电力保障。

强筋壮骨，迎峰度冬电力足

“天太冷了，大伙儿干活注意安全，
争取按时完工！”12月19日7时，在株洲
市渌口区南洲工业园，一群电力施工人
员顶着刺骨的寒风加紧施工，项目负责

人邓源不断提醒大伙注意安全。
经过电力员工 4 个多小时的忙碌，

承担了株冶集团、增长华先新材料等13
家园区企业，3.8万千瓦用电负荷，年供
电量高达1亿千瓦时的新建110千伏托
上变电站正式投运。

“托上变电站投运后，结束了南洲
工业园区内没有电源的历史。哪怕在
冬季用电高峰，企业也可以安心生产
了。”南洲工业园负责人说道。

完善了电网构架、突破供电瓶颈、
优化用户转供电方案、缩短供电半径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持续加大湖
南地区电网建设投资力度，让国网株洲
供电公司从容应对冬季用电大负荷，确
保为广大客户优质供电。

今年，株洲电网建设迈入“快车
道”：全年投资 87316 万元，新开工建设
220 千伏变电站 3 座，新投运 110 千伏
变电站6座，改造完善村303个，改造台
区 772 个，形成了以 110 千伏网络为依

托，35 千伏网络为骨干，10 千伏网络为
支点的较为完善的供电网络，为群众生
产生活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电力保障。

贴心服务，真情为民暖万家

阵阵寒风不断推高电网负荷，严寒
面前，供电人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
进乡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你用电，我
用心”的服务承诺。

“你们在用电方面还有哪些要求和
意见建议？”12 月 28 日，为更好地满足
企业用电需求，供电工作人员走进醴陵
仙凤瓷业有限公司，介绍当前的供用电
形势、用电负荷分布情况和迎峰度冬供
电方案等，广泛征求意见与建议，引导
客户科学用电、合理用电，努力营造和
谐的外部环境。

针对今年寒潮雨雪冰冻天气来得
早、来得猛，保电网安全、保障供电可靠

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实际情况，国网株
洲供电公司积极行动，深入各大企业进
行走访。工作人员每到一家企业，都走
进客户配电室、高压室、备用发电机房
等场所，仔细查看用电设备状况、防护
用品、安全工器具等是否符合安全规
程，深入了解应急备用发电机配置情
况，帮助客户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为企业降损增效、节能环保等方面建言
献策，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此外，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还详细了
解大客户生产经营状况、企业的用电需
求及发展规划，介绍供电服务提升举
措，宣传电费电价等相关电力法律法规
规定，征集客户对供电服务的建议和意
见。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供电公
司主动提供上门服务、为企业解决实实
在在的问题表示赞赏和感谢。

据了解，该公司还积极利用电视、
短信、微信等方式向社会提前发布用电
信息，通过多方位宣传、宣讲，零距离优
质服务，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理解与支
持。

万家灯火风雪中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战寒潮保供电纪实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贺泽峰 彭拥军
湘阴高新区是湘阴县委、县政府加

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东扩南进”城市发
展战略的主战场，园区始终坚持以“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发
展理念，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立足招好
商、招大商，筑巢引凤，实现高质量发
展。今年来，高新区共引进产业项目 41
个，其中投资过 5 亿元项目 8 个、投资过
亿元项目 12 个，新开工项目 38 个、新投
产项目33个，基本形成了以绿色装配制
造、绿色建筑建材、绿色食品加工三大主
导产业集群。

筑牢基础实行精准招商

湘阴高新区创建于 2003 年 4 月，南
距长沙40公里，北临全省地理条件最优
良县级港口漕溪港，交通便捷、区位优势
明显，是湘阴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6 年 7 月，获批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开
发区；2019年，机构改革，将原有三个园
区有机整合，成立高新区管委会。目前，
高新区下辖金龙、洋沙湖、临港3个工作
部和综合管理部、招商合作部、企业服务
部等7个内设机构。

近年来，湘阴高新区累计投入资金8
亿余元，先后拉通了洋沙湖大道、键铭大
道、工业大道、中联大道、金龙大道、金凤
路、旺湘路、安嘉路等园区内的主次干

道，并完善了路面硬化、绿化、亮化及排
水、排污系统工程，水、电、路、气等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围绕园区三大主导产业
建链、强链、延链、补链，实行精准招商，
不断提升园区产业发展竞争力。同时，
加强要素保障，加大低效企业、“僵尸企
业”处置力度，积极盘活土地进行二次招
商，采取壮士断腕的决心，全年清理处置

“僵尸企业”13 家，清退低效企业 12 家，
收回土地 1100 余亩。牢固树立项目为
大的工作理念，围绕项目“落地一批、开
工一批、提速一批、投产一批”的工作目

标，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抓好重点产业项
目建设。截至目前，湘阴高新区共引进
远大可建、可孚医疗、凯博杭萧、元亨科
技、世邦科技、裕同科技、金为型材、长康
集团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
景好的优质项目155家。

创建县级低成本工业园平台

今年，湘阴县创新打造了湖南省首
个县级低成本工业园服务平台——湘阴
高新区低成本运营产业化示范云平台。
9月上线并投入试运营，为企业智能制造

赋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至今已
投资近1400万元，对接127家企业，完成
远大可建、凯博杭萧、长康集团等62家企
业的能源互联网建设。

云平台通过在园区各种运营要素安
装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公共设施、机器
设备、园企运行等基础运行数据，运用数
据算法计算园、企、商运营数据，实现园
区工厂、能源、机器、数据、资源与人的互
联网互通。

“共享城”为平台用户提供价值服务
的快递式产业平台，承载了智慧能源、智
能制造、资源共享、资源互济、产品推广、
创新创业、现代金融等一批产业实体形成
的平台生态，为平台用户递送优质服务。

笔者在湘阴高新区看到，园区经济
运行监测预警、环保在线、能源在线、安
生在线、重大项目在线等一批客观反映
园区运营情况的数字化运行指挥调度中
心正在全面建设中。通过这个云平台，
园区可以在线监测经济运行情况，通过
智能制造降本、智慧能源降本、资源共享
降本、资源互济降本、购销配对降本、政
策红利降本六大举措，建设好云平台、地
平台、帮扶平台，使企业、园区降本增效

达8%-18%。
湘阴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云平台建设与运营，让人工智能驱动
应用创新，让数据制造推动绿色发展，让
开放的平台共建园区制造与服务生态体
系。通过物联网感知技术，将人、能源、
机器的所有信息进行全面感知和互联，
夯实园区工业数据基础，用数据、算法、
智慧打造一个创新生态园区的同时，提
升园区服务品质、办事效率、友好环境，
发展智慧政务。

高举“强园兴工”大旗再谱新华章

生态智慧，共生融合，一个融生态园
区、智慧园区为一体的园区低成本运营
云平台，正徐徐舒展湘阴高质量发展的
画卷。

湘阴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雄
满怀信心地说：“今年以来，湘阴高新区
深化推进‘3+3+30’联手帮扶工作机制，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联手
帮扶，打桩定位、因企施策，用心用情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收集筛选各类问题152
个，建立问题台账、及时交办督查，确保
企业加快生产，项目加速推进。”

据湘阴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庞国荣介
绍，2021年，园区将继续清理处理“僵尸
企业”、低效企业，盘活园区土地资源，切
实保障要素供应，优化施工环境，全力服
从和服务于项目建设。同时，建立园区服
务企业“全生命周期”机制，高质量落实企
业手续服务代办制、“两个不见面”制和部
门执法检查备案制，践行“妈妈式”服务，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2021年力争新引
进项目15个以上，其中投资过5亿元项目
3个以上，过亿元项目10个以上；新开工
建设项目15以上，10个以上项目建成投
产，工业投资与税收分别同比增长10%、
12%以上；力促金为新材、远大再生油、铂
固标准件等企业早日实现上市。

湘阴县委书记余良勇表示，下一步
将围绕“放管服”改革，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优化服务为抓
手，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切实降
低入园企业项目建设成本。让湘阴互联
网工业平台成为高质量、低成本工业园
区思想的策源地、技术的制高点、商家的
大使馆、企业的桥头堡。全面贯彻落实

“三高四新”战略，园区将围绕十亿企业、
百亿产业、千亿园区的发展目标，吹响奋
勇前行的冲锋号角，高举“强园兴工”的
发展大旗，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努力打
造全省先进，争创国家级高新区，奋力谱
写湘阴高新区的华彩篇章。

湘阴高新区:以低成本运作平台促推园区高质量发展

湘阴高新区鸟瞰图。 (湘阴高新区供图)

长沙市（8个）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大塘村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汤家岭社区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捞刀河社区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丽发社区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连山村
长沙县北山镇北山村
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
宁乡市大成桥镇玉新村

衡阳市（8个）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
衡阳市珠晖区苗圃街道大华社区
衡阳市蒸湘区联合街道张家山社区
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前进村
衡山县开云镇双全新村
衡南县茶市镇怡海村
常宁市柏坊镇联合村

株洲市（5个）
株洲市炎陵县十都镇良田村
株洲市茶陵县高陇镇祖安村
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新桂村
株洲市天元区粟雨街道湘湾社区

株洲市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北门社区
湘潭市（5个）

湘乡市东山街道城南社区
湘乡市龙洞镇龙洞村
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鲁班殿社区
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街道学卫社区
湘潭市岳塘区霞城街道阳塘村

邵阳市（6个）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柘木社区
新邵县潭溪镇玄本村
洞口县雪峰街道双联村
隆回县金石桥镇黄金井村
武冈市邓家铺镇小康村
邵阳市大祥区中心街道曹婆井社区

岳阳市（5个）
平江县安定镇横冲村
华容县三封寺镇三封寺社区
临湘市长安街道路口铺村
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南太村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百花社区

常德市（6个）
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官桥坪村
汉寿县罐头嘴镇福兴村

桃源县漳江街道延泉村
安乡县三岔河镇梅家洲村
常德市武陵区芷兰街道柳菱社区
石门县永兴街道新厂社区

张家界市（3个）
桑植县瑞塔铺镇老岩桥村
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街道永康社区
慈利县江垭镇东河街社区

益阳市（5个）
南县浪拔湖镇红星村
安化县大福镇罗绕典社区
桃江县石牛江镇田庄湾村
益阳市资阳区大码头街道建新里社区
沅江市泗湖山镇中和村

郴州市（7个）
郴州市苏仙区坳上镇田家湾村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阳光苑社区
临武县舜峰镇南塔社区
桂阳县龙潭街道山背村
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
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

永州市（5个）

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茫海洲村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
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黄泥桥社区
双牌县泷泊镇阳明社区

怀化市（7个）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飞山社区
怀化市鹤城区红星街道宏宇社区
溆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施溪村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小溪村
中方县中方镇栗山村
辰溪县谭家场乡王洋屯村

娄底市（4个）
冷水江市禾青镇里福社区
涟源市杨市镇板桥村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秋湖村
双峰县三塘铺镇相思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4个）
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
泸溪县武溪镇白沙社区
保靖县阳朝乡阳朝村
花垣县麻栗场镇沙科村

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记者 梁
可庭 通讯员 罗俊杰）今天，全省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长沙召开，会上为首
批15家省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实践创新基地颁发了牌匾。

去年以来，我省以长沙市列为全国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推广
城市为契机，切实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省委统
战部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 15
家建设成熟、特色鲜明、富有打造空间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
新基地为首批省级实践创新基地。

这15家实践创新基地分别是长沙市
雨花非遗馆、长沙市“浏阳和·星公益”、长
沙市“马栏山众创园”、长沙市“巷子花开”、
衡阳市“易创空间”、株洲市“智连创园”、湘
潭市先锋鹏博互联网产业园、邵阳市“优
农找·致富带头人”、岳阳市“新联驿站”、常
德市武陵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张家界市

“张家界e创园”、益阳市“创客·同心荟”、娄
底市冷水江市84号书城、中国网络文学小
镇、湖南省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会前，与会人员还集中考察了长沙
市雨花非遗馆、马栏山众创园两个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现场开展经验交流活动。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28 日，芷江侗
族自治县纪念红军长征到达芷江85周
年活动举行，活动包括聆听红军故事、重
走红军长征路、瞻仰红军烈士纪念碑、观
看“千架无人机飞越芷江”表演等。

当天上午，纪念活动之重走长征路在
芷江黄甲街宝庆会馆(红二、六军团司令部
旧址)启动。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人员聆听
了“红军在芷江”的讲解。随后，大家走进新
店坪镇上坪村，沿着红军战士走过的路线，
在崎岖山道中感悟长征的艰难。在上坪红
军烈士陵园，大家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当晚，芷江举办纪念红军到达芷江
85周年群众文艺晚会，并进行“千架无
人机飞越芷江”表演。近千架无人机组
成的灯光秀编队在“和平之城”夜幕下
腾空而起，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歌颂红
军、祝福新年的视觉盛宴。

1935年12月28日，贺龙、任弼时率
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
军团先后进入芷江，至1936年1月7日
离开。短短11天里，红军在黄甲街宝庆
会馆设立军团司令部，在冷水铺召开政
治干部会议，在上坪发起“便水战役”，写
下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挖掘红色底蕴 打造文化品牌
芷江举行纪念红军长征到达芷江85周年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吴晓华

12 月 25 日，冬日暖阳，浏阳市沙市
镇中洲村建设中的文体广场，几名工友
在搅拌水泥，室外篮球场已初具雏形，
周围一些固定的运动器材已安置好。

中洲爱心公益服务队负责人陈明斌告
诉记者，文体广场占地3亩多，设计有室外
篮球场、室内篮球场、服务大楼及健身设施，
分3期建设，总投资400多万元。土地及资
金投入，全部来自村民与公司捐助。

今年51岁的陈明斌早年在外承包工
程，事业有成后回归家乡，开办了一家幼
儿园。问及创办文体广场的初衷，他说，沙
市镇文化体育氛围浓厚，2017年就成功
入选“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
今年疫情缓解后，爱心公益服务队分别走
访了中洲村在外工作的能人志士，得到一
致支持。文体广场从动念到筹备、立项，再

到7月开工，仅花了3个月时间。
中洲村地处浏阳市北部捞刀河畔，

重文崇武能经商，南面与有名的“博士
村”（沙市镇秧田村）相邻，两村牌楼隔路
相望。近年来，秧田村声名鹊起，各项工
作做得有声有色，其文体综合大楼更是
让人羡慕不已。中洲村文体广场的兴建，
亦多少有与之一比、不甘落后的意味。

中洲爱心公益服务队成立于今年2月，
由陈明斌、黄奇满、童奇夫、罗敏、罗尚仁
等14人发起，他们都有自己的公司或产
业，家底殷实，目前发展成员180多人。成
立之初，是鉴于疫情严峻，封村守卡需要
大量人力物力，且须有序应对。当时，爱心

公益服务队筹集了23万余元善款，除小
部分用于防控开销、慰问孤寡老人外，约
20万元用于购买防控物资与疫区紧缺食
品，租了4台大卡车送往湖北。有此经历
后，爱心公益服务队一发不可收拾，关爱
贫困家庭、捐资助学等善举一一被列入其
工作范围，然后就是牵头建设文体广场。

陈明斌介绍，连接文体广场的村级
公路是主干道，长约 1500 米，从 4 米拓
宽到 6 米的工程已在进行，相应的护坡
将近完工，路面平整与硬化已提上议事
日程。这些路面的土地全部是村民捐出
来的。村民们还捐钱捐物，如特困户陈
嘉木老人就捐了 1000 元。中洲村在外

经商的人士更是满怀热情，浏阳三力公
司总裁陈平轩表态，全力支持家乡公益
事业，全力支持文体广场建设。

爱心公益服务队顾问、浏阳市武术
协会执行会长黄建河（浏阳市政协委
员）说，随着文体广场建设逐步完善，爱
心公益服务队将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
地组织好文体活动、慈善活动，让乡亲
们玩得痛快、过得舒心。

中洲村人、长沙某机构负责人张炬：
“文体广场的筹建，中洲爱心公益服务队
功不可没。而爱心公益服务队的新作为新
担当，凸显了乡村中的能人（又称新乡贤）
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新乡贤 新作为
——浏阳市中洲爱心公益服务队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谢蛟）今天，我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长沙
望城区召开。会上公布了长沙市望城区
白箬铺镇大塘村等78个村（社区）为第九
批“湖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进一步落实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
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引领，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法
治化水平，建设一批体现时代特征、人
民群众满意的法治乡村。

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是

建设法治乡村的重要载体。会议强调，全
省要进一步落实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制度，努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提
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要以村“两委”换
届选举为契机，重点培育一批以村“两委”
班子成员、人民调解员、村民小组长等为
重点的“法治带头人”。在抓好司法行政工

作职能的同时，要加强与组织、民政等部
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示范创建合力，建设
更高水平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会上，长沙市、益阳市、永州市、永兴
县、长沙市望城区光明村从不同角度，就
推进民主法治示范创建作了经验交流，与
会人员还到望城区光明村实地参观学习。

首批15家省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授牌

附：第九批“湖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共78个）

第九批“湖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公布
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湖南日报12月 29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刘奕芸）益阳市政府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情况。今年，该市公安机
关侦办涉黑组织案件 8 起，打掉恶势
力团伙 74 个；破获 9 类涉
恶刑事案件 1509 起，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 2323 人。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37 件
609 人。法院一审判决 121
件 549 人，二审判决 48 件
313人。

近年来，益阳市坚持
“ 四 级 书 记 抓 、党 政 同 责
推”，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先后办成一批铁
案，铲除了一批顽疾毒瘤，

打掉了一批“保护伞”，取得重大成果。
今年，该市扫黑除恶年度考评居全省前
三，平安建设考评居全省第四，获评“第
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民意
调查中，群众满意率达98.3%。

益阳扫黑除恶成果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