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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随着国产大飞机C919日前顺利试飞， 长沙
产的刹车系统和起落架一道冲上云霄。 从长沙
制造到长沙智造，当地以调优、培新、转绿这“三
板斧”，劈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第一板斧，调优产业结构。2013年来，6大高
耗能行业总共退出规模企业151家，淘汰落后水
泥产能160万吨、造纸20万吨、制革75万标张、化
工6万吨、花炮8万箱。实施“千家企业清洁生产
绿色行动”，从2015年至2016年，全市共有233家
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方案3557个， 年总投入
6.4亿多元，年创经济效益3亿多元。同时，着力推
进龙头企业改造，以点带面推动工程机械、电子
信息、材料等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工业技改
投资占工业投资48.1%以上，启动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230个。

第二板斧，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沙
对高端智能装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材
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
ＶＲ、 北斗导航、 军民融合等进行全面谋划布
局。如高端智能装备，形成了以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为龙头的高端装备生
产企业群，去年实现总产值1630亿元。移动互联
网产业营业收入去年达500亿元， 比上年增长超
过75%，注册登记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突破1.2万家、
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规模以上节能环保企业达
到130家，其中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超过50家。

第三板斧，工业园区绿色转型。长沙“五区
九园”集聚了全市72.4%的工业总产值、61.1%的
工业增加值。各园区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或产品进入， 积极发展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
业，近年未出现任何结构性、行业性污染。培育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发展产业集

群，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和工业能耗。建立重点
用能企业耗能在线监测平台， 加大对重点用能
企业的监管，鼓励现有企业对设备进行改造，或
引进节能工艺； 督促新建企业使用先进节能设
备，对新建建筑物严格实施节能设计标准，推广
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 开展低能耗建筑及可
再生能源建筑的示范和推广。到去年底，工业高
新技术企业595家，占规模工业企业21%；创产
值6377.7亿元、增加值1512.9亿元，占规模工业
总产值55%、增加值46.5%。

长沙已有工程机械、材料、食品及烟草、电
子信息4大千亿产业，百亿企业9家。全市规模工
业总产值去年达11551.9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
总量已跻身全国省会城市前六强。 一直坚持高
效率、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的绿色发展方式，
全市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降低9%
以上。

�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白培生 颜
石敦）今天，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
郴州市政府签订了共同推进郴州开放
崛起战略合作备忘录，以进一步促进郴
州开放型经济发展。

郴州毗邻粤港澳，是湘南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重要组成部分，省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重要一极，
有色金属、电子等产业优势明显。近年
来，该市充分发挥区位、政策、资源优
势，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积极扩大
对外开放。目前，已与全球137个国家

和地区有经贸往来。
签约仪式上，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与郴州市政府拟定，在会展经济、食品
农产品出口、生态文明建设、海关特殊监
管区增效、口岸平台建设、组建公共检测
服务平台等6个方面，加强战略合作。湖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将全
力支持郴州国际会展经济发展和公共检
测服务水平， 支持郴州出口加工区升格
为综合保税区、 申报湖南自贸区郴州片
区，建设进境指定口岸，共同把郴州打造
成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新增长极。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龚伟 曾密

“邓总他们今年的春茶卖出了天
价，1公斤要近2万块钱。”最近，记者在
安化采访，听到这样一则传闻。为证实
其真假，5月10日， 记者找到了传闻中
说的“邓总”———安化县千秋界茶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邓庐山，他告诉记者：“我
们的千秋龙芽庄园茶，1公斤的确要卖
18800元， 但产量不大， 只有100多公
斤。”

邓庐山介绍，千秋龙芽庄园茶从摊
青、杀青、揉捻到做型、烘干，全部是手
工制作。100多公斤茶叶全被北京一个
姓肖的客商买走，这个客商在清明节前
来他们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守着他们采
摘和制作。

千秋界茶业在素有“益阳茶叶第一
镇”之称的安化县马路镇，当地海拔在
800米左右， 周围山峦绵延数百里，土
壤、气候非常适宜茶叶生长。1999年开
始做茶的邓庐山，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

条件，建起了高标准茶园基地，目前已
拥有茶园3200亩，其中1000亩为“合作
社+基地+农户”。邓庐山说：“千秋龙芽
庄园茶，就是采摘500亩有机茶园茶树
的一芽一叶的初展芽叶做的。” 他还向
记者展示了茶园第三方有机认证书。

千秋界茶业的春茶外形稍扁且直，
泡出来的茶香高味浓、汤色杏绿。今年
除了100多公斤千秋龙芽庄园茶外，还
做了“安茶一号”等3个品类的绿茶，价
格每公斤从8000元到2400元不等，总
计1800多公斤。“前几天我们发了二十
几件货，现在存货不多了。”邓庐山说，
他们的绿茶在每年10月之前就卖完
了，今年绿茶销售额预计为500万元。

千秋界茶业带动了周围乡亲致富。
马路镇党委副书记夏亲华介绍， 千秋
界茶业的茶园覆盖了七仙洞、 碧丹和
天鹅村。公司除30多个职员外，每年
聘请200多个季节工。邓庐山说，在刚
刚过去的三四月份，进行春茶采摘、制
作和包装时， 每个月要发放50万元劳
务工资。

�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通讯员 周
巍 曾翔 记者 李秉钧）“这次永兴大布
江拼布绣在法国参展， 收获不小。”5月
11日， 从法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回来的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布江
拼布绣传承人何娟告诉记者， 参展期
间，她代表郴州市大布江拼布绣有限公
司与法籍华商马娜， 签订了20万元订
单。

据了解， 这届巴黎博览会汇集了
3500多个品牌。在“世界文化与艺术”

主题下开设的“多彩的世界”展区，中国
湖南的展台很受欢迎。这个展区主要展
品包括手工艺品、艺术品、原创文化作
品、特色服饰及配饰等。大布江拼布绣
是郴州参展的代表性项目，其展台吸引
了众多人观看。戏剧脸谱、福字挂件、虎
头帽等一些时尚与传统融合的大布江
拼布绣系列产品， 让大家爱不释手。法
籍华商马娜主动与何娟洽谈，双方签订
了大布江拼布绣系列产品进法国市场
销售的商业协议。

湖南检验检疫局与郴州开展战略合作

春茶俏销富乡亲

永兴拼布绣亮相巴黎博览会

涟源乡土作家
出版《涟水放歌》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肖星群 ）近日，涟源

乡土词作者杨卫星近40年的歌词作品结集成
《涟水放歌》一书，由中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涟水悠悠，你在故乡的土地上欢歌。春风里，
你倒映出龙山的倩影，荡漾着湄江丰收渔歌……”
《涟水放歌》中收集的歌词，饱含着作者对家乡
的热爱和赞美。杨卫星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勤
学苦读，笔耕不辍，先后有歌词、散文等作品近
1000件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其中歌曲《多情
的涟水》《湘中明镜》《梅岭五月醉煞人》《乖呔
湄江》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南
卫视播放播映；《人民有党幸福长》 等50多件作品
在省及娄底市获奖。早在1997年，他荣获湖南省

“自学成才奖”。

戏曲电影《孟姜女》首映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清）5月9日下午，大型汉剧高腔戏曲电影《孟
姜女》首映式在常德市文化馆剧场举行，当地各
专业院团的文艺工作者、戏曲爱好者等300余人
前往观看。《孟姜女》 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汉剧高腔大型舞台剧《孟姜女传奇》，
由获得第十三、 十四届华表奖的导演朱赵伟执
导，全国梅花奖获得者彭玲领衔主演。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主体工程完工
5月11日，湖南湘江新区洋湖新城，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主体建筑已完工，与北侧的李自健美

术馆相映成趣。该中心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投资建设，建筑面积
约1.06万平方米。建成后以弘扬影像艺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宗旨。该中心于2015年12月开工，
预计今年7月可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调优 培新 转绿
———长沙“三板斧”劈出工业绿色转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