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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怀立

“奋力打造株洲发
展升级版” ,� 在株洲人
看来， 它早已不只是一
句口号、 一句“流行
语”， 更是冲锋的号角、
催征的战鼓。 号角声
中， 株洲这个传统工业
重镇正在聚集新的动
能； 战鼓声里， 株洲这
个“两型” 建设核心区
正在升起新的希望。

“奋力打造
发展升级版”

今年8月9日， 株洲
市委礼堂座无虚席。 市
委十一届五次会议在这
里如期举行。

“当前， 株洲的发
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
史节点上。 要立足株洲
实际， 加快转型升级，
打造发展升级版。”

“我们要把株洲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
平的交通装备制造基
地、 全国两型社会示范
基地、 中南地区商贸物
流中心、 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全面开创科学发展、 富民强市新局
面。”

清晰的蓝图， 使在场者热血沸腾。
市委书记贺安杰的报告中， “奋

力打造株洲发展升级版” 作为主题词
贯穿始终。 而此时， 距他首次提出这
一理念， 不过短短4个月。 就在这4个
月里， 它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种
理念， 又从一种理念变成战略性
决策。

这一过程， 与会者记忆犹

新。 今年4月初， 贺安杰
与市委副书记、 市长毛
腾飞同时到株洲履新。
此时的株洲， 已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明星城
市”， 被誉为新型工业化
排头兵、 现代城市管理
典范， 拥有国家卫生城
市、 全国交通管理模范
城市等一串“国” 字号
桂冠。

百尺竿头， 如何更
进一步？ 考验着新领导
者的执政能力。

4月8日， 贺安杰主
持召开就任后首次市委
常委会。 会上， 他明确
提出： “要以更加坚定
的决心、 更大的勇气和
智慧， 推动株洲经济转
型升级， 奋力打造株洲
发展升级版。”

“奋力打造株洲发
展升级版” 从此进入人
们视野， 并很快在株洲
上下引起共鸣。 5月5日
至6月15日， 株洲市委以
此为主题， 在全市开展
了一次影响很大的献智
献策活动。 40天里， 共

收到5579条建议， 共计123万余字，
最后被归纳汇总成540条建议。

7月23日至26日， 株洲市又由主
要领导带队， 组成由10个县市区党政
一把手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
党政代表团， 分赴长沙、 湘潭、 郴州
和武汉考察取经。 考察后， 大家深感

“不看到差距和问题， 株洲很可能在新
一轮竞争中落伍”。 （下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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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珂 ） 省国防科工局今日
透露， 《湖南省北斗卫星导航应用
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已获总
装备部和省政府联合批复， 湖南成
为继珠三角、 长三角之后， 全国第
三个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区域。

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 （即北
斗） 系统是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
之一。 目前已发射16颗卫星， 基本
覆盖亚太地区。 2010年， 在总装备
部统一组织下， 按照军民两用、 重
点扶持民用产业化应用的原则， 财
政部拨款100亿元， 重点支持北斗

行业和区域示范应用。 已在交通运
输、 气象、 林业、 海洋渔业4个行
业和珠三角、 长三角2个区域推广。

2011年， 省政府与总装备部达
成共识， 共同推进湖南北斗卫星导
航应用和相关产业发展。同年，省国
防科工局联合省经信委， 组织编制
了《湖南省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2年10月
19日，总装北斗办组织召开了“湖南
省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由孙家栋
院士任组长的专家组， 一致同意通
过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规划， 我省北斗卫星导航
应用示范工程包括邮政物流、 工程
机械、 岳阳北斗城市应用3个子项，
预计装载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终端10
万台套。

邮政物流领域， 由湘邮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建设任务。 主要研制并
生产智能型导航终端3万台，逐步实
现北斗卫星导航在全国邮政系统的
推广应用； 研发并建设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的邮政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工程机械领域， 由三一重工联
合长城信息等技术支撑单位领衔开
发， 主要研制并装备通用型、 具有

短报文通信功能的导航终端约5万
台； 升级改造基于北斗导航的工程
机械位置信息服务平台； 制定面向
工程机械领域的北斗卫星导航应用
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及标准。

北斗城市应用， 由岳阳市政府
组织实施， 国信军创 （岳阳） 六九
零六等技术支撑单位承担主要建设
任务。 主要建设洞庭湖船舶数字化
管理系统、 洞庭湖水利防汛智能化
一体化指挥系统两个应用系统， 装
备导航终端2万台左右； 制定北斗
卫星导航城市应用相关技术标准和
规范。

借力“北斗”发展导航产业
湖南成全国第三个应用示范区

本报9月16日讯 （通讯员 刘亚鹏
记者 李伟锋）中国南车海外并购再出
手。 记者今天从南车株洲研究所有限
公司获悉， 该公司旗下的北京南车时
代机车车辆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南车
北京时代”），8月底在德国柏林与Bo-
ramtec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南车
北京时代成功获得Boramtec公司持有
的德国 E+M� Drilling� Technologies�
GmbH（E+M钻井技术公司）55%的控
股权。9月15日完成交割手续。

此项并购， 是中国南车株洲研究
所有限公司继2008年并购英国丹尼克
斯半导体公司、2011年并购澳大利亚
代尔克公司后， 在海外并购的第三家
企业， 也是该公司在非轨道交通领域
的首次海外并购案例， 对于优化企业
自身产业结构、 推进国际化进程具有
重要意义。

E+M公司是一家具有近百年历史

的老牌企业， 在钻井工程和钻井机械
领域享有较高声誉。 南车北京时代此
次收购标的为其机械业务板块资产，
组建的新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多功能
车载钻机的研发试制、生产制造、销售
服务及相关业务。

南车北京时代借助中国南车在机电
液控制、 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优
势，于2004年进入桩工机械与工程机械
领域，相继推出多款大吨位旋挖钻机，已
成为我国工程机械领域的一支新锐。

据介绍，此次收购后新组建的E+M
公司， 作为南车北京时代第一个境外控
股子公司， 将成为该公司海外工程机械
总装基地， 也是进军欧洲等高端市场的
“桥头堡”。 南车北京时代将以E+M公司
系列车载钻井产品为孵化器，加速“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市场潜力大”产品的
研发， 开发24吨-180吨级全系列产品，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唐爱平）
中南大学研制的“新型透明气凝胶
材料”， 今天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
专家鉴定。 由住建部、 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中南大学、
国防科大、 湖南大学、 武汉理工大
学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
该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 已经具备
产业化条件。

二氧化硅气凝胶又被称作“固
体烟” 或“冻住的烟”， 是世界上
已知的最轻的固体材料， 也是迄今

为止隔热保温性能最好的材料， 因
其具有纳米孔网络结构， 极低的导
热系数， 坚固耐用， 耐高温、 防爆
等特点， 在石油、 化工、 建材、 冶
金、 航空、 航天等领域有着巨大的
应用前景， 被誉为“改变世界的神
奇材料”。

目前， 仅美国、 德国、 瑞典、
俄罗斯、 日本等少数国家掌握透明
气凝胶新材料技术。 但由于技术门
槛极高， 国外也尚未突破大尺寸完
整透明气凝胶规模化技术， 未实现

这一神奇新材料的产业化。
由中南大学完成的“新型透

明气凝胶材料的研究及其在建筑
节能中的应用” 项目， 开发了溶
胶———凝胶定向调控新技术 ， 既
提高了凝胶体的强度， 又保证了
气凝胶的透明性， 在国内外率先
开发出大尺寸完整透明气凝胶规
模化工艺， 形成了透明气凝胶规
模化制备成套技术和装备， 可实
现规模化生产， 生产效率显著提
高， 成本降低50%以上。 项目组研

发的新型透明气凝胶节能玻璃 ，
具有超低的传热系数、 良好的透
光率， 能够满足建筑更高节能指
标和更高级绿色建筑需求。

据了解， 建筑中的外门窗是围
护结构中保温隔热最薄弱的部位，
通过其损失的能耗已超过建筑围护
结构总能耗的五成。 专家认为， 新
型透明气凝胶市场潜力巨大， 该成
果的推广应用， 将大大提高我国建
筑节能水平， 促进城乡建设领域节
能减排。

世界最轻固体材料研制成功
新型透明气凝胶技术国际领先，具备产业化条件

沈德良

馅是假的， 礼盒是假的，“月饼文
化节”售出的品牌月饼也是假的，长沙
高桥火焰市场的月饼市场怎一个“乱”
字了得。（9月16日《三湘都市报》）

追究乱象之源， 当然首推经营者利
欲熏心。 媒体曾经多次曝光过高桥大市
场售假的乱象———黑心棉、毒辣椒、傍名
牌的床上用品、家用电器等，到网上搜索
一下，各种制假、售假的劣迹一大堆。在
这些经营者眼里，除了利润，再没有其他
可以考虑的东西了。至于什么责任道义，
在这些人眼里，不值一文。

追逐利润是商人的天性。 要让商
人血管里流着道德的血液， 就必须有

严格的监管。 市场的管理者是管理市
场的第一责任人，可吊诡的是，这个屡
屡曝光的高桥火焰大市场， 其假冒现
象已到了几乎不加掩饰的地步， 作为
市场的管理者，莫非已被遮了双眼，听
任责任流失？

这个市场的造假、售假现象，绝非
一日。 本该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担负的
责任 ，为何总由媒体来暗访 、调查 ，担
负打假先锋的角色， 这些部门就不应
该审视一下自己的角色定位？

流通市场存在乱象并不可怕 。怕
就怕这种乱象被各方有意无意地掩
饰、纵容甚至袒护。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党
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 统一
的。 这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
循的基本要求,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
守的重要准则。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客观基
础， 就在于党和人民在利益上的高
度一致， 目标上的高度一致。 毛泽
东同志曾指出： “全心全意地为人
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
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
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党的根
本立场和根本宗旨， 决定着党性与
人民性的内在一致、 统一。 把党性

和人民性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搞
碎片化，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
践上也是有害的， 必须加以廓清和
纠正。

坚持党性 ， 核心就是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 ， 站稳政治立场 ， 坚
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
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 ， 坚
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
判断 ， 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 就必须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 、 立场
坚定 、 理直气壮 ， 把宣传党的理
论 、 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放
在重要位置。

坚持党性， 就是要通过宣传教
育， 使广大干部增强宗旨意识和群
众观念， 务必让全体党员清醒意识
到， 只有保持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

密切联系，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
同、 拥护和支持， 党的目标和任务
才能最终实现。

坚持人民性 ， 就是要把实现
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决
宣传思想工作 “为了谁 、 依靠谁 、
我是谁” 的问题。 要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 把服务群众同教
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把满足需求
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多宣传报道
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 ，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
人民精神需求。

坚持党性， 宣传思想工作才能
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 ； 坚持人民
性， 宣传思想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

泉和动力根基。 把党性和人民性统
筹好、 实践好、 统一好， 宣传思想
工作就能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
民心声统一起来 ， 做到让党放心 、
让人民满意。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
重要的工作， 新闻媒体担负着特殊
而艰巨的任务。 面对社会发展中的
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现象， 新闻媒体
应胸怀大局 、 把握大势 、 着眼大
事， 多宣传报道全省人民群众建设
美丽湖南的伟大实践， 满足好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才能最大限
度把群众凝聚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周
围 ， 为推进 “四化两型 ”、 “四个
湖南 ” 进程 ， 实现 “三量齐升 ” ，
加快全面小康建设注入更多的正能
量， 在生动的实践中坚持党性和人
民性的统一。

南车株洲所并购
德国E+M钻井技术公司

重点发展钻井工程机械，打造海外工程机械总装基地

谁在纵容乱象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一致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

9月16日， 长沙市开福区吉祥巷小学学生将亲手制作的月饼送给社区孤寡老人周奶奶品尝。 该小学9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学校经
常开展感恩教育， 加强孩子思想道德建设。

本报记者 赵持 姚学文 摄影报道

三湘���快语

9月16日， 多彩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当天， 省森林植
物园世界名花生态文化节之秋之色暨第二届 “百万花·蝴蝶
节” 开幕。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肖亚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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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顾瑞珍
翟玉珠） 环保部16日表示， 将在全国
开展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并着重对位
于内蒙古、 江西、 广西、 湖北境内的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
区、 脆弱区等区域划出了生态红线，
初步完成了试点省域生态红线划定方
案。

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生
态红线划定技术组由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 中国环科院、 中科院相关科研

院所和北京大学等组成， 并研究制定
了 《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草
案）， 明确提出了生态红线的划定范
围、 技术流程、 落地原则及成果要求。

方案中各试点省（区）生态红线控
制的区域面积平均达到该省（区）或特
定区域国土总面积的20%左右。如内蒙
古生态红线区域涵盖重要生态功能区
的极重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极其敏感与
脆弱区域，面积为28.46万平方公里，占
全区面积的24.1%。 （下转4版②）

环保部将在全国划定生态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