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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陈菲

“目前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超额
完成任务。”9月7日，亚洲富士电梯行政总
监王翔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司已经生产销
售800多台电梯，实现销售总额1.78亿元，
预计全年能突破4亿元。

亚洲富士电梯是一家集各种电梯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和安装维保于一体的股份
制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深圳。亚洲富士电梯
邵阳生产基地位于邵阳经开区，2015年通过
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建设而成，总占地面
积200亩，总投资5亿元，今年1月正式投产。

“公司现在拥有6 万多平方米的现代
智能化生产车间，1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
宿舍大楼。”王翔介绍，企业之本实际上就
是员工之本，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员工，
激发他们的活力，企业才能兴旺。为此，公
司一期投入 3 亿元，除了建设厂房，篮球
场、食堂、员工宿舍一应俱全，各项配套设
施能满足员工的日常生活需求。

以技术引领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是
该公司能够在全国电梯领域占领一席之地
的另一法宝。在公司的机器人智能生产线
上，由国际知名公司ABB独家设计的机器
人进行着精密加工，电梯部件里的层门板、
轿厢围板标准成品全部在这里自动完成。
王翔说：“这台机器人可代替约40名技术
工人，降低了用工成本，提高了产品生产效
率，技术含量和品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该公司1 号厂房已投入机器人
智能生产线10条，可以独立生产、组装和
维护 6 大系列 100 余种电梯产品。王翔介
绍，公司基本上采用工业4.0智能化生产设

备，同时斥巨资成立了研发中心和技术团
队，不断在技术研发上予以创新，保证产品
处于领先地位。2017年3月，亚洲富士电梯
品牌系列产品获准进入第五批湖南省两型
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名单。

“我们正在加紧建设华南中西部地区
排名第一的电梯实验高塔，为公司发展添
砖加瓦。”王翔说，这座高塔建成后，能促使
公司年产电梯数量提升到1万台，为企业
高速发展奠定基石。

企业发展要有长远目标，只有找准方
向、认清路子、迈开步子，才能勇立潮头。为
响应国家发展战略，亚洲富士电梯主动对

接“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建设，向
高端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同时，大力推
进电梯装备创新升级，未来5年至10年，该
公司将以邵阳生产基地、深圳总部、山东生
产基地为依托加速发展，在海外设立多家
分公司并建立东南亚生产基地，将产品逐
步辐射到全世界。

“未来并不遥远，需要脚踏实地，用双
手去奋斗。”王翔豪情满怀地说，“立足国
内，面向亚洲，走向世界，力争3年到5年时
间内实现上市，成为国内电梯领域龙头企
业，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用心留住员工激发人才活力，以技术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响应国家战略推动品牌国际化

亚洲富士电梯自揭高速发展“密码”

邵阳日报 9 月 12 日
讯 （记者 罗俊） 9月10
日，市蓝天保卫战督查组先
后来到大祥区、双清区、北塔
区、邵阳经开区暗访督查环
境治理工作。

在大祥区督查时，督查
组发现，雪峰南路和邵州西
路交汇处砂石场车辆带泥上
路；新城大道工程项目部尘
土飞扬、湿化作业不达标；城
南街道茅坪村有村民擅自焚
烧垃圾。在双清区，石桥街
道白马村、渡头桥镇鸡笼村
等地均存在擅自焚烧垃圾、
杂草行为；市残疾人康复托
养服务中心项目
部未湿化作业。
在北塔区，新滩社
区、资新社区存在

擅自焚烧垃圾、稻草行为；桂
花桥头刘黑村道路泥土堆
积，黄土裸露未覆盖。在邵
阳经开区，邵阳大道与进站
路交汇处建筑工地未湿化作
业；集仙村等地存在擅自焚
烧垃圾、秸秆行为。

督查组随即将发现的问
题反馈至相关部门，要求以
问题为导向，提高思想认识，
对照问题及时整改，各乡镇
（社区）每天要派专人巡查整
改情况，保证问题不反弹；要
加强建筑工地管理，按照“六
个百分之百”要求做好工地
扬尘治理工作，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

市蓝天保卫战督查组到四区暗访督查环境治理工作

发现不少问题 要求及时整改

邵阳日报 9 月 12 日
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
员 李侦 实习生 郭颖
梅） 9 月 12 日，“千亿新经
开 邵阳新未来”邵阳经开
区形象标识（LOGO）征集大
赛正式启动。该区将拿出
20万元征集LOGO，其中一
等奖作品作者将获得 10 万
元奖金。

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
记、纪工委书记许洪范介绍，
此次形象标识征集大赛，将
通过向国内外征集、公开投
票、专家评审的形式，选出既
能代表邵阳经开区定位形
象，又让大众喜闻乐见的
LOGO，以塑造邵阳经开区

整体形象，提高园区知名度，
让更多人认识邵阳经开区、
了解邵阳经开区、走进邵阳
经开区。

此次邵阳经开区形象标
识征集大赛将持续至今年10
月 12 日。其中第一阶段为
LOGO 征集海选，从 9 月 12
日至9月30日零时；第二阶段
为LOGO入围评审及颁奖阶
段，从10月1日至10月11日。

据介绍，LOGO 作品征
集评选结束后，随即举行颁
奖仪式。大赛总奖金高达
20 万元。作品评选由专家
评审结合网络投票，评出一、
二、三等奖和入围奖，并设置
优胜奖。

邵阳经开区重金征集形象标识
邵阳日报 9月 12日讯 （记者 宁

煜 通讯员 陈贻松） 近年来，新宁县
持续打好“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组合
拳，扎实推进“育主体、强支撑、解企困”，
外贸进出口迈入了稳步健康发展的快车
道。今年，该县新增外贸备案企业20家，
其中裘革企业16家；全县实现外贸进出口
额 9522 万美元，同比增长 246.8%，完成年
任务的91%，进度居邵阳市第一位，绝对额
居全市第三位。

建平台，育主体。该县特别注重产业
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推动个体经济向平台
经济转型。为大力承接广东裘革产业转
移，做大做强裘革加工产业，新宁县委、县
政府自 2013 年起开工建设新宁县老佛爷
裘革产业园，至2015年底建成标准厂房4
栋，入驻企业20家，当年园区被确定为湖
南省十大加工贸易出口基地和湖南省外
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2017年，该产业园

全部建设完成，共建成标准厂房14栋，面
积增加到5万平方米，入园生产企业发展
到45家，其中今年上半年新增16家入园企
业；从业人员增加到2000 余人，年产值从
300多万美元增长到9200万美元，年税收
从不足100万元增长到2000多万元，成为
邵阳市进出口龙头企业和出口商品专业
产业园之一。

出政策，强支撑。为促进外贸转型升
级发展，新宁县委、县政府在全面落实国
家、省、市出台的促进外贸增长的相关政策
的基础上，积极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注重从
土地、政策、财力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支
持产业园建设和企业发展。从2003年起，
县财政每年预算安排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并先后安排 400 多万元外贸发展奖励资
金。今年，县财政又拿出230多万元，用于
支持企业进出口基地建设、开拓国际市场
等。县工业园近两年累计为园区企业返还

厂房租赁补贴100多万元。在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新宁籍在外
企业家返乡投资办厂，越来越多的客商到
新宁县下单采购产品，形成了“企业回迁、
资金回流、人才回归”的热潮。

优服务，解企困。该县商务部门主动
送政策上门，积极争取上级扶持，并协调
县税务局分别派驻业务骨干常驻裘革园
区现场办公，及时指导园区企业办理外贸
业务及进出口退税等业务。为进一步增
强新宁对外贸易发展活力，缩短企业办事
时间，免去企业到市里办事的困难，该县
商务局已申报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点。新进园区的投资商纷纷感慨，“不
出园区门就能享受一站式服务”。正是由
于各级政府的竭诚服务，众多外贸企业纷
纷落户新宁，全县备案登记的进出口企业
达64家，其中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42家，
外贸企业数排名全市第二。

新宁：“组合拳”打出裘革产业新局面

邵阳日报 9 月 12 日
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
员 唐洁 刘茜 实习生
郭颖梅） 为进一步提高入
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理论水平
和基本素养，提升党员发展
工作的质量，把好党员发展

“入口关”，8月31日，邵阳经
开区组织来自机关、直属企
事业单位及镇办的 60 位入
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
进行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

培训会上，邵阳经开区
邀请市委党校、市委组织部

党建督导室、市委“两新”工
委的专家，先后为学员进行
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解读
新的《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
则》等，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及党员发展相关
要求、从严治党相关举措等内
容。邵阳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让入党
积极分子进一步加深了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识，端正了入
党动机，增强了责任感和使
命感。

邵阳经开区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

集中“充电”，严把“入口关”——

为党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9月11日，湖南世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
织人员来到武冈市双牌镇综合功能服务平台
工程项目部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并组织项目
部成员在工地现场开展文明卫生施工知识培
训，进行实际操作演练检验及考核。这是该公
司有效贯彻邵阳市总工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的安排部署，进一步加强项目部管理人
员、施工班组劳动安全保护意识，保障在建项
目安全平稳推进而采取的举措。

绷紧安全弦，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

为扎实开展“安康杯”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及竞赛活动，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
作，湖南世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以董事
长刘泽为组长，项目经理为副组长，公司安全
生产相关人员为组员的2018年“安康杯”教育

活动及竞赛小组，各在建工程成立项目小组积
极响应并参加。

通过一系列活动，世新建筑公司进一步完
善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体系建设，加强了
安全文化建设，把人人服从管理的“要我安全”转
变成人人自主管理的“我要安全”。在“安康杯”竞
赛活动的基础上，该公司将竞赛机制、奖励机制
应用于安全生产活动中，不断增强人人重视安
全、人人关心安全、人人遵章守纪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自觉性，最终达到减少和杜绝各类事故发
生目的。同时，在抓好安全文明施工、确保项目保
质保量完成的基础上，推动企业高速发展。

紧扣生命线，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

湖南世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迄今已发
展成拥有资产 3000 万元、各种人才云集的大
型企业。公司注重技术的改进和设备的更新换

代，近年来淘汰了一批旧有的生产机械，引进
先进的生产设备，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

自成立以来，世新建筑公司不断谋求新发
展，承接了省内外数十项大型房屋建筑、市政、装
修装饰、公路等工程，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掌
握了各种新型施工技术。多年来，该公司恪守“质
量第一、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秉承“优质、高效、
团结、奉献”的工作作风，为社会筑造了一大批优
质精品工程。

世新建筑公司全体职工视质量与信誉、视
安全生产为企业发展与壮大的生命线，守初心
担使命，持匠心筑精品，在省内外建筑市场赢
得一席之地，获得广大客户及质检部门的好
评，被北塔区建设局评为“先进单位”。

紧扣“生命线” 铸“安康”工程
——湖南世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安康杯”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及竞赛活动侧记

▲ 世
新建筑公司
表彰 2018 年
度“安康杯”
先进项目。

◀ 世
新建筑公司
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宣传
教育培训。

亚洲富士电梯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的生产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