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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宁县的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在中国庞大的水电设备制
造行业丛林中，不断向“拥有核心技术、
拥有专业人才、拥有自主品牌、拥有持续
竞争力”的集团公司迈进。公司成长为
新宁县民营企业首家税收过千万元和出
口创汇上千万美元的骨干企业，今年 5
月被再次授牌为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前身为始
建于 1958 年的湖南省新宁水电设备制
造厂。公司致力于服务全球清洁能源，
为客户提供水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安装
等一站式、全方位技术服务，现拥有山立
制造、山立电气、山立咨询三家分公司。
2012年被列为湖南省省级出口基地、湖
南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2017年被省商
务厅定为中国对外援助培训湖南实训基
地。公司产品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评为

“质量可信产品”，荣获“湖南省名牌产
品”称号，“新轮牌”商标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称号。

“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和不断更迭
的创新产品，是我们致胜的法宝。”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姜庆红2010年上任后，
首先在技术人才引进方面下功夫，组建

“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引进工程师
8名，其中高级工程师1名，并特意将国

际贸易部与技术研发部设在株洲市。为
提高企业产品内在质量，提高产品加工
效率，2013年至2017年，公司通过外培、
自培等方法提升员工的技能和素质，培
养了7名高级技师和25名技师。

公司非常注重科技创新投入，每年
用于科研的开支占销售收入的4%左右，
金额达 300 多万元。在硬件设施方面，
先后投入 3900 万元修建新的数控加工
车间和表面处理车间，投入 500 多万元
购置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活动的实施，使企业保持了旺盛
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其混流式转轮的生
产，实现了无缺陷叶片。公司还与天津
电气科学研究院、重庆大学及湖南大学
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技术合作，保持
了技术研发在同行业中的前沿水平。

到目前为止，公司共开发水轮发电机
新产品182种，水轮机新产品169种，已有
21 种产品获得国家专利。技术开发组
2018年4月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
号。公司与湖南大学联合研发的“变速恒
频水轮发电机系统”正在试制过程中，预
计今年8月试制出第一套设备。姜庆红
称，该系统填补国家在水电设备采用变频
技术应用的空白，“如试制成功，将是水电
设备行业产品转型的一次革命！”

处在边远山区的公司如何才能走向
世界？姜庆红久经思考，确定了靠大做
强、依托大集团大公司、与大企业合作发
展的路线。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公司瞄准国际大市场，积极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近年来，先后有中国南车株
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一些大集
团公司来洽谈合作，也有一些国外的集
团公司邀请公司前去洽谈。今年5月，
姜庆红带队前往巴基斯坦与HMC公司
进行合作洽谈，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公
司在哈萨克斯坦也正与一家颇具实力的
集团公司进行产能合作。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在 5 个国家设
立办事处或代理处，已为国内外2000多
个电站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水力发电设
备，产品质量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普遍
认同。作为“中国对外援助培训湖南省
实训基地”，今年有乌兹别克斯坦、几内
亚、尼日尔等国水力研修班学员来公司
进行现场实训。工匠精神和科技创新能
力的结合，使公司在“一带一路”上迈出
了越来越坚实的步伐。

弘扬工匠精神 筑梦“一带一路”
——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熊云辉 伍亿众
本报讯 “要积极主动开

展 工 作 ，确 保 如 期 圆 满 完 成
2018 年大塘村出列任务！”6 月
7 日，邵阳县金称市镇大塘村，
帮扶单位市贸促会、市工业学
校班子成员、联村镇干部、村

“两委”及全村党员、组长齐聚
村里，部署今后脱贫攻坚工作，
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誓言。

驻村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帮
扶单位和驻村帮扶工作队始终

坚持抓党建促脱贫，多方筹集资
金近 2000 万元，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发动企业联村，推
进烤烟、辣椒、紫红薯等产业发
展。下阶段，大塘村将全力抓好
产业扶贫，抓好三年扶贫规划产
业发展的落实，同时积极谋划乡
村振兴规划，把扶贫工作与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

市政协副主席、市贸促会会
长李少华参加有关活动。

（马剑敏 马代安 谢素林）

齐心协力确保完成出列任务

本报讯 6 月 6 日上午，市
政协工作组会同市交警支队、市
交通局、市住建局等部门负责人
到城区一线现场调研，专题研究
如何解决城区路面“停车难、行
车难、市民行路难”等交通管理
难题。

调研组徒步查看了劳动局
路口、西直街小学、资江小学路
段，建议新建简易立交桥或地下
人行通道，解决人车分流难题。
在大祥坪体育场，各部门负责人
表示，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尽
快修建地下停车场，解决中心城
区停车难。在大信街步步高地
段，工作组仔细查看了立体停车

库修建方案，建议启用民营资
本，尽快修建立体停车场。

座谈会上，交警部门从机动
车保有量不断增大、城区停车位
供不应求、市民过街设施严重缺
失、交警警力严重不足、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分道难等方面进行
了汇报。市政协工作组建议在
城区人流、车流量大的路段，尽
快增设简易立交桥，或立项启动
修建地下过街设施；推动相关部
门尽快启动大祥坪地下停车场
建设，鼓励民营资本自行修建停
车场；加强交通管理，不断引导
市民文明出行。

（童中涵 伍先安）

市政协工作组调研会商城区交通管理

破解城区停车难行车难行路难

本报讯 6 月 8 日 上 午 ，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2018 湖
南省无毒驾驶万里行宣传活动
邵阳站正式启动，500多名禁毒
志愿者齐聚邵阳学院七里坪校
区参加启动仪式，

本次邵阳站启动仪式，由
湖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邵阳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活动现场，禁毒志愿者
在禁毒旗帜上签名，向全社会
呼吁“关爱生命 呵护家庭”。
无毒驾驶万里行活动的代表上
台，带领全体志愿者一起庄重

宣读禁毒誓言，向人民群众倡
导“拒绝毒品，健康生活”的禁
毒理念。而后，省禁毒办副主
任唐纯杰为志愿者授旗，全体
志愿者高唱湖南禁毒之声代表
歌曲——《我想》，嘹亮的歌声
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启动仪式结束后，40 多辆
宣传车将从邵阳出发前往怀化，
沿途全程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向
社会各界宣传禁毒的法律法规
和防范知识，以实际行动倡导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的禁毒
理念。 （童中涵）

“无毒驾驶万里行”邵阳站启动

本报讯 6 月 5 日，邵阳市
首届公益创投入围项目签约仪
式在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举
行。21 家社会组织逐一完成
签约，正式启动了由 100 万元
福彩公益金支持的 21 个公益
服务项目。

为了鼓励和支持我市社会
组织“用心做事、用爱暖人”，市
民政局今年 3 月出台了首届公
益创投活动方案。全市各社会
组织共申报了54个公益创投项
目，初审评选出 27 个项目进行
优化和个性指导。5 月 17 日经
最终评审会打分排名，优选了
21个项目入围。

其中，有“挽救婚姻家庭，促
进社会和谐”“石家园社区助老
爱幼厨艺坊”社区服务项目，有

“失独不失爱”“癌症患者康复扶
持”帮困服务项目，有“爱暖银
发”“提升失能老人生活质量服
务”助老服务项目，有“大邵之
翼·儿童安全教育”“青少年情商
训练心理服务进校园”青少年服
务 项 目 ，有“ 推 进 融 合 教 育
关爱残疾儿童”等助残服务项目
等。这些项目分别得到 4 万元
至7万元不等的支持资金，在8
至 12 个月的实施周期内，将随
时接受项目督导评估，确保管理
到位、服务有效。 （贺旭艳）

我市首届公益创投项目正式启动

本报讯 “医生，麻烦你
帮我测个血压。”“大爷，这段
时间您要少喝酒，多吃点蔬
菜水果……”5月24日，市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联合市
中心医院内科党总支第六党
支部的全体党员，来到对口
扶贫点隆回县高平镇上坪村
开展“主题党日+健康扶贫”
活动。

活动现场，来进行健康
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医
务人员热心接待每一位前
来咨询、就诊的群众，并为
他们提供饮食和生活习惯
的建议，对常见疾病进行了
详细讲解。

当天，市公
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局党支部还开展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跟
党走”的主题党日活动，党
支部书记为全体党员上党
课，将“微课堂”搬进扶贫村，
为党员群众进行微宣讲，让
党的十九大精神“扎根”基
层。活动最后，全体党员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党章
党规。

参加活动的党员纷纷
表示，他们将通过此次学习，
将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入
脑入心，并运用到实际生活
当中，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罗俊 蒋岳峰）

市就业局联合市中心医院

开展“主题党日+健康扶贫”活动 本报讯 6月5日至7日，
隆回县农机局组织农机技术人
员马不停蹄赶往金石桥镇、西
洋江镇、高平镇等中稻机插秧
核心示范点，深入田间地头进
行技术指导服务。

连日来，隆回县各个中稻机
插秧核心示范点的秧苗已陆续达
到三叶一芯期，长势良好，其中西
洋江镇、金石桥镇、高平镇等核心
示范点的中稻机插秧已全面开
插，而六都寨镇、北山镇、桃洪镇、
滩头镇等部分乡镇农机专业合作
社的第二、三批次机插中稻也相
继完成播种育秧。

为确保机插秧质量，隆回
县农机技术员每到一处，都细
心叮嘱机插农户，在实施机插
时要注意做到“五不插”：田面
不耙平整与沉实不好不插，田

面水层过深不插，病苗与弱苗
不插，秧苗带草不插，隔夜秧不
插。在为第二、三批次机插中
稻育秧播种时，技术员们指导
机插农户必须做到秧田平、秧
厢平、秧盘平，在肥水管理和芽
期做到晴天满沟水、雨天排干
水、阴天半沟水，保持秧板土壤
湿润和供氧充足，严禁水上厢
面；同时要求特别注意雷暴雨
天气，把握好机插的最佳时机，
最大程度减少不良天气给机插
作业带来的影响。

最近几年来，隆回县农机局
加大对机插新技术的推广力度，
水稻机插秧技术已被越来越多的
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所青
睐，今年全县已建有100亩以上
集中连片机插秧示范点18个。
（袁进田 阳小龙 欧阳水平）

隆回：农机部门田间指导机插秧

本报讯 6月8日，由绥宁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绥宁县就业服务
局承办，绥宁县振绥中小微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绥宁县振绥职业培训学校、绥宁
县同心创业协会协办的“创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绥宁赛区初赛拉开帷幕，经过
激烈角逐，前五强出炉。

本次大赛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其

中，主体赛分为创新项目组和创业项目
组两个组别，主要面向高层次人才、留学
回国人员、高校和技工院校毕业学生、复
转军人、返乡农民工等；专项赛主要面向
去产能转岗职工、残疾人两类特殊群
体。共有32个代表队报名参赛，经过初
选后，走上选拔赛台的共有 12 个代表
队，其中创业组6个，创新组5个，专项组
1个。参赛项目涵盖了科技、电子商务、

生态农庄、绿色食品深加工、现代农业种
植养殖、餐饮等多个领域。

根据大赛要求，比赛采取现场路演
“6+6+1”模式进行，即项目路演6分钟，
评委提问6分钟，1分钟打分。参赛选手
们用“PPT+演讲”的形式，介绍各自参赛
项目及内容，回答评委现场提问。赛场内
竞争激烈，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不时赢得阵
阵掌声。经过4个多小时的精彩角逐，绥
宁县湘韵商贸有限公司获得一等奖，绥宁
县瓦楼里香酒业有限公司、绥宁县玩美世
界生态旅游田园综合体获得二等奖，绥宁
县搜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绥宁虫草凤鸡
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获得三等奖。

（宁煜 刘松乔 苏晓华）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绥宁赛区初赛前五强出炉

6月6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安局邀请学生代表开展“万
名学生走进邵阳快警平台”体验活动。活动中，学生们来到邵
阳快警一号平台车，参观了快警值班室，巡特警大队民警向他
们介绍了平台车的功能和日常值班执勤工作，并现场演示了
各类防爆警械使用方法。 罗哲明 向晏明 摄影报道

6月5日，新
宁县司法局干警
来到金石镇刘家
井社区开展送法
进社区活动。干
警们来到居民院
内，面对面为社
区居民提供法律
咨 询 和 法 律 服
务，免费发放资
料，细心解答群
众的问题，“零距
离”向居民群众
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

杨敏华
尹彦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