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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 邵阳市统战工作暨
“三守三创”会议召开，城步新鼎盛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剑飞
继去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十大杰
出邵商后，又被评为“创业创新标
兵”。

周剑飞出生在城步威溪乡一
个小山村里，毕业于湖南大学应用
物理专业，在深圳从事微电子技术
研究和生产管理近20年，立志做全
球“盖板大王”。2009年4月，周剑飞
创办了城步鼎盛微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他以战略家的眼光，采取高
端定位， 率领研发团队搞开发，先
后有《电容式触摸屏贴合工艺术》
和《一种用于加工电容式触摸屏玻
璃盖板的抛光材料生产方法》两项
发明专利获得了国家专利局的认
可。

经过不懈努力，公司电容式触

摸屏项目被省人民政府确立为“十
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项
目，得到了湖南省企业技术改造专
项资金和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的扶持，并获得国家创新基金重点
项目的立项支持，同时引起了资本
市场的高度关注。2011年3月银雷
基金加盟他的公司，组建了城步新
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实
现销售收入3亿元， 创税收过1000
万元。

周剑飞取得辉煌业绩后不忘
家乡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不忘党
和政府的扶持之情，他在技术人员
缺乏的情况下， 一边对外招聘，一
边自己培训。资金不足的他毅然在
家乡投资建厂，到2012年，公司已
在一厂区建成投产年产900万片电
容式触摸屏一、二期工程，在二厂
区建成年产3000万片电容式触摸
屏产业化工程项目，总就业人数达
2000名以上。同时，先后投资3万元
修建城步一中图书馆，投资10万元
修建威溪乡盘古村乡村公路。

■饶兴军 聂永红 记者 赵伟

诚信让生活更美好
———我省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超市直买放心菜
农超对接缓解“卖难买贵”

城步山村小伙，立志做全球“盖板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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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用信息系统。分布在各
行各业的信用信息，如同碎片般纷
繁散乱。必须通过行业联动，加以
整合， 进而实现信用信息的共享，
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我
省构建了“三库一网一平台”为核
心的湖南省信用信息系统。“三库”
包括：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基础
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主
要为信贷决策和信用交易服务；以
工商部门“金信工程”为依托的企
业基础信息数据库，主要为核查企
业真实身份、为政府部门监管信息
共享提供服务；以公安部门为依托
的公民基础信息数据库，主要为个
人真实身份核查提供服务。“一网”，
即湖南信用网。“一平台”，就是以省
政府外网平台为基础搭建的信用
信息数据交换平台。

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我省从关
系国计民生的食品、药品、建设等
行业入手， 建立包含信息采集、整
合、服务、应用的行业信用体系，增
强行业诚信意识，提高行业管理水
平，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省里
明确，由省经信委牵头，建立全省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逐步建立健全
食品诚信信息采集、 披露机制，稳
步开展评价、试点、推广工作，2015
年前建立覆盖全省的食品工业企
业诚信体系框架； 由省药监局牵
头，建立药品、医疗器械企业质量
信息数据库，组织开展药品、医疗
器械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由省
住建厅牵头，建立建设行业信用基
础数据库，推进建设行业信用信息
的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4月16日，
省工商局公开
发布 2012年 9
月到 2013年 1
月全省888条市
场主体违法行
为记录，并将这
些记录记入市
场主体信用“户
口”档案，最大
限度发挥信用
约束作用，使违
法失信的市场
主体“一处失
信、处处受制”。

省工商局
曝光市场主体
违法行为记录，
表达了我省对
失信行为的“零
容忍”态度。

“让守信行
为受到褒奖，让
失信行为受到
惩戒”， 这正是
我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目
的所在。

无论春天还是夏天，“菜
篮子工程”都是老百姓最关心
的话题之一。10元一斤的蒜
苗，12元一斤的藕尖，让不少
市民好不“难过”。一面是城区
居民不得不面对直逼肉价的
各类蔬菜，一面是偶尔出现农
民心疼作物烂在地里的新闻，
“卖难”“买贵” 的现象一直引
发各方关注。

为解决农业生产组织程
度化相对较低、流通环节成本
高等问题，商务部、农业部等
部门着力打造了鲜活农产品
“田间直供市场” 的“农超对
接”新兴流通方式。方式自推
广以来，也得到了省内步步高
等大型连锁超市的积极响应
和大力支持。

超市与合作社无缝对接

一年前，“全国农超对接

进万村” 行动正式开展起
来，到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
头 。 作为湖南省超市业态
的龙头企业， 步步高旗下
超市也最早响应了号召 ，
进入到“农超对接 ”的轨道
中来。

据步步高集团党委书
记、 董事、 副总裁陈志强介
绍， 步步高集团目前已与国
内24个省市区的100多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展开合作，以
供应其在湖南和江西200多
家门店的农产品销售。 而这
种产地直供方式的鲜活农产
品采购数量也在不断攀升，
2012年的采购量比前两年增
加了2倍多。

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据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
经营管理总站副站长赵铁桥

介绍， 目前全国已有1.56万
家合作社与超市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通过
与超市对接， 利用其销售网
络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农
民合作社不仅避免了盲目生
产， 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规模。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
戴中久认为，“农超对接的生
命力在于降低价格、 提高质
量、稳定产销，并最终实现农
民增收。”

另外，据省商务厅市场建
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商务
厅已联合省委农村工作部、省
经信委建立了“促进湖南特色
产品直供超市”部门联席会议
协调机制，并与步步高等多家
省内外大型零售企业对接，共
同促进湖南特色产品进入连
锁超市。

■记者 朱蓉

从2005年以来， 我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今
已初步建成包括组织体系、 制度体
系、信息系统、中介服务、激励惩戒
和宣传教育机制在内的社会信用体
系基本框架。 但我省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些地方、
一些领域， 信用缺失现象还严重存
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合同违
约、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和逃废银
行债务等失信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诚信，让生活更美好。下一步，
我省将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呢？ 根据省政府批准的《湖南省

“十二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实施
“3533”工程，即：深化行业信用体
系、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农村信用体
系3个体系； 完善信用信息归集机
制、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信用信息运
用机制、信用中介服务机制、信用
奖惩机制5种机制； 强化信用调查
研究、信用宣传教育、信用知识培训
3项举措； 努力实现社会重信用、事
事查信用、 人人守信用3个目标。简
单地说， 我省将以社会成员信用信
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全面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加大信用宣传力度。针对目前
部分地方、部门和领导对信用建设
紧迫性的认识还不尽一致，社会公
众对信用知识了解还不多，社会失
信行为还常有发生等问题，我省将
加大宣传力度，逐步培育起人人支
持信用建设、 善于运用信用成果、
自觉做到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
围，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优秀湖湘信用文化，打造“诚
信湖南”、“和谐湖南”。

强化信用信息应用。一是扩大

在行政单位的应用。二是扩大在企
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三是扩大在
个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逐步
在个人求职招聘、通讯服务、保险
服务、信用消费等领域推广信用报
告，使其逐步成为公民的“经济身
份证”。

人无信不立， 政无信不兴。我
们相信， 全社会都重视诚信之日，
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顺心、
充满阳光。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柳德新）

构成完整社会信用体系

打造“诚信湖南”

将实施“3533”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