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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周怀
立） 作为在株洲市举办的全国企业
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系列活
动之一，中国“芯”力量———2017中
国·株洲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
管）产业高峰论坛近日如期举办。在
全国性企业盛会上， 为一个产品举
办高峰论坛，这是罕见的。

据了解， 这种叫IGBT的产品，
是实现能源变换与传输的核心器
件，广泛运用于高铁、智能电网、航
空航天、电动汽车、新能源装备等领

域，是名副其实的“工业之芯”。在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其IGBT生
产线年产12万支芯片， 国内市场占
有率3年内从零攀升至60%。

为了给实体经济装上强劲引擎，
株洲力推科技创新。近3年，全市建成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家、 省级10
家，省双创示范基地3家。去年，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1%。

科技创新作用于实体经济，发
展如虎添翼。目前，株洲已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213家，成功打造了轨道交

通装备、通用航空装备、硬质合金3
大产业集群。 中车株机公司已与西
门子、 庞巴迪等世界轨道交通装备
行业领导者并驾齐驱， 株硬集团成
为亚洲硬质合金行业的领跑者。同
样得益于科技创新， 全市有色、冶
金、建材、陶瓷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
增长点。

科技创新还加快了株洲实体经
济“走出去”的步伐。目前，全市有

100多家企业与国外企业建立了业
务合作关系， 中车株洲所等一批企
业与海外机构建立了研发合作关
系， 中车时代电器成功并购世界知
名企业英国丹尼克斯公司、SMD公
司、德国博格公司等。

去年， 株洲规模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7.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6.6%、 增幅居全省第二。今
年一季度，规模工业增加值、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8%、
14.5%，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吴鹏翔 尹萍 ）“现在真
好，有啥不舒服，不用跑远路，有家
庭医生来管了。”今天，岳阳市岳阳
楼区城陵矶村81岁的陆娭毑告诉记
者。据悉，该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居民健康，已连夺10块全国健康“金
牌”。

近年来，岳阳楼区委、区政府大
力倡导“健康城区”理念，投入1.2亿
元，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
建设， 机构覆盖率达100%， 并建成

“一公里医疗服务圈”；利用“580移
动家庭医生”平台，对居民健康实行
片医、 家庭医生责任制和家庭契约
式服务， 实现梯级医疗服务和46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覆盖； 实行药
品零差率销售， 为居民年节约医药
费近千万元。如今，该区8成居民就
诊首选社区卫生机构， 有4家获评
“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家
获评全国“群众满意的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

该区大力弘扬传统中医药。建

立完整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面积
均超400平方米，均能开展扶阳罐等
15种中医特色疗法， 指导不同人群
养生保健。目前，该区居民对社区中
医服务满意率达86%， 该区被评为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他们坚持推进健康促进活动。
创建健身走廊、 广场及公园等354
处，覆盖率达100%；招募培训了一批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设立心理咨
询室，通过膳食指导、父母学堂、病
友会等，实现了药、食、心、体“四位一

体”健康疗法；在全省率先引进、使
用儿童“新苗”系统软件，建立线上
线下的科学育儿宣教模式； 慢病监
测中肿瘤监测数据被世卫组织采用。
该区获评“全国慢病防控示范区”，并
被定为“全国健康促进项目区”。

为了改善职业人群健康状况，该
区倡导“日行一万步”健走，并定期举
办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比赛，引导居
民广泛开展广场舞、降压操、八段锦等
活动，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去年，该区
荣膺“全国金牌健走示范区”。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邹靖
方）6月2日， 由湖南省互联网协会、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中心湖南分中心联合主办的《湖南
省互联网发展与安全状况报告
2016》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报告显
示，2016年， 我省网民总数达3012
万、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4994万户，
固定宽带总数达到1067万户。

《湖南省互联网发展与安全状
况报告2016》 涉及湖南省互联网基
础资源、使用体验、企业发展、网络
安全、发展建议等内容，对我省互联
网发展水平及网络安全状况作出了
全面综合的统计分析。 湖南省互联
网宽带接入端口总数达到2061万
个，基站总数达到20.15万个，其中，
4G基站总数10.45万个，全省光缆总
里程达到128.2万皮长公里。

2016年， 我省公共互联网环境
安全状况总体平稳， 骨干网各项监
测指标正常。 全年，共监测发现感染
木马和僵尸网络恶意代码主机数量
为578090台， 控制服务器为807台，
感染蠕虫病毒的主机为127509台。
据统计分析， 感染木马和僵尸网络
恶意代码主机89%的控制源来自境
外，其中以美国、荷兰、韩国等居多；
受控（或感染）主机分布广泛，涉及
政府、银行、电力、保险、税务和民航
等重点行业。

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许继金表示
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加
速拓展互联网应用领域、 更好筑牢
网络信息安全防线， 加快推进我省
信息通信和互联网业的发展， 大力
营造全社会重视网络安全的良好氛
围。

湖南日报6月3日讯（通讯员 欧
日明 周建梅 ）今天，省委副书记
乌兰深入位于浏阳市洞阳镇的省林
业种苗中心调研。她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
战略思想， 发挥种苗中心科研力量
足，培育能力强的优势，培育优质油
茶种苗， 为贫困山区发展油茶产业
打下坚实基础。

省林业种苗中心， 是我省良种
油茶定点育苗单位， 也是全国油茶
科技示范基地。 乌兰走进组培自控
温室， 详细了解油茶种苗的优良品
种、组培快繁等情况，鼓励科研工作
人员创新思路，研发更优质、更高产
的油茶品种。在炼苗基地，乌兰说，
要打破“重种植、轻管护”的传统思
路，做精油茶苗木管护，提高油茶的
综合产值。

乌兰指出， 贫困山区农民特别
需要通过发展产业走上小康路。我
省油茶种植面积大， 但是存在老树
多、产量不高等问题，种苗中心要发
挥自身优势， 不仅要为贫困农民提
供价廉质优的种苗， 还要加大对农
民群众的技术培训， 为我省的油茶
产业的提质增效作贡献。

乌兰强调， 湖南是油茶的传
统主产区， 近年来的油茶产业发
展的实践证明， 油茶是农民实现
可持续、 稳定增收的脱贫致富产
业。要加大油茶优质种苗供应，加
快油茶新造林和更新造林速度 ，
精心培育茶油知名品牌， 不断完
善油茶产业发展链条， 为山区农
民脱贫致富提供可持续的产业支
撑， 推动我省从生态大省向生态
强省转变。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王诚）今天，记者从湖南
省质监局获悉， 国家质检总局于日
前正式批复同意长株潭城市群创建
“中国制造”质量技术基础综合示范
区试点。示范区试点获批，将进一步
夯实我省质量技术基础， 支撑制造
强省建设。

根据批复要求， 综合示范区将
深化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
测四要素融合互动，先行先试。探索
开展质量技术基础综合服务示范，
搭建面向企业的质量技术基础综合
服务信息平台。 重点推进国家检验

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长沙）、
国家特种设备应急救援演练中心
（长沙）、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沙
基地、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长株
潭）等重大项目建设。在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领域探索开展
“中国制造品质”认证试点，优先支
持在长株潭城市群设立国家“两型”
标准认证中心和国家绿色产品认证
中心。

国家质检总局将会同相关部委
指导和支持综合示范区试点， 从政
策、项目、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给
予重点支持。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彭雅
惠）走西口、闯中亚，安化黑茶借道

“新丝路” 打响了国际名声。 今天，
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21届
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丝博会”）在西安开幕，湖南
老牌黑茶企业白沙溪应组委会邀
请，作为“丝绸之路特色产品”参展。

丝博会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中国侨联、 全国工商联、 中国贸促
会、 国家工商总局和陕西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要平台。 今年有42个国
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

“‘丝绸之路特色产品’是组委
会在全国范围内精心挑选出来的，
作为丝博会精品向国际推介。”白沙
溪公司西北营销负责人邹奇志告诉

记者，只有质地优良、并最受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欢迎的产
品才能入选， 此次全国有16家茶企
受到邀请，参展费用全免。

据了解， 我国西北部和中亚、
南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
部分， 这些地区有饮用黑茶的历
史习俗， 但缺少机会了解中部地
区茶叶。为了开拓市场，白沙溪公
司连续多年参加丝博会， 借助这
一平台， 白沙溪成为西北各省和
中亚、 南亚各国知名黑茶品牌 ，
2016年在这些地区销售额超过
2000万元。

“现在，白沙溪是丝博会销售和
招商效果最好的茶企之一。”邹奇志
正说着， 几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客商
围住他询问茶叶售价。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微档案】
王斌，男，1969年出生，宁乡县黄材镇月山完

小校长。1989年从宁乡师范毕业后，28年来一直扎
根在月山教书育人。他先后获评湖南省师德标兵、
长沙市优秀教师、长沙市师德楷模、长沙市优秀共
产党员、感动星城魅力教师等荣誉称号。

【故事】
月山秀美，但山高水远。宁乡黄材镇月山村，

一脚踏宁乡与桃江、安化三县，是宁乡县最偏远的
乡村之一。这里是四羊方尊出土的地方，这里有着
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王斌。

5月26日上午， 当记者一行赶到月山完小时，
王斌刚忙完。 先是给六年级孩子上了两堂语文课;
接着，在课间巡查时，发现一个孩子逗野猫时被抓
伤了，他立马联系孩子的家长，让老师和家长一道

陪同去打了疫苗。
而头一天， 他组织学校的老师在校园里大搞

绿化，在花坛的空地里种上了杜鹃、月季等苗木，
宽敞整洁的校园更平添了几分绿意和生机。 这些
苗木是王斌找一个爱心人士捐赠的。

语文教学、 日常管理、 争取爱心扶助建设校
园，这是王斌两天来的主要工作内容，也是他28年
来的人生缩影。

王斌父亲王干全， 是一位为月山教育奉献了
40个春秋的老民办教师。初三毕业时，父亲让他报
考宁乡师范， 并要他连续数十天用毛笔练4个
字———“扎根山区”。1989年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城
的机会回到月山， 成为第一批具有师范文凭的科
班教师。

28年前， 月山小学是一所只有两栋破旧房屋
的学校，外面下大雨，教室下小雨。条件太差，留不
住人，成为了王斌的心病。从此，他在教学之余，走
上了“四处化缘的筑巢引凤”之路。

他对教育的赤诚感动了无数人， 各种捐款捐
物也接连而来。 学校越来越漂亮， 设施越来越完
善：新教学楼建起来了，操场、进学校的路面硬化
了，电脑室、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建起来了，专
业的篮球架、乒乓球台架起来了，光纤到校了，宿
舍通热水了， 广播系统有了， 每间教室还装上了
“班班通”，实现了多媒体教学，校门口挂上了省合
格学校的牌子。

“这样的条件， 镇上一般的小学都是比不上
的。山里细伢子有福啊！”家长们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

光有硬件设施还不够， 王斌又着力实施素质
教育：“乡村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手段不能乡村化，
要与时俱进。”他组建了英语组、舞蹈队、合唱团、
文学社、篮球队、电脑兴趣组等。近年来，学校获得
了“省优秀少先队集体”等称号，学生有100余人次
在市、县级各类竞赛中获奖，在文艺汇演中5次获
得县一等奖。 荩荩（下转3版）

《湖南省互联网发展与安全状况报告2016》出炉

湖南省网民总数达3012万
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4994万户

乌兰在调研省林业种苗中心时强调

做好油茶优质种苗培育
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打基础

“中国制造”质量技术
基础综合示范区试点长株潭

安化黑茶成“新丝路”明星

株洲科技创新成“发展引擎”
一批企业与海外机构建立了研发合作关系，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达到2.1%

连续夺得医疗卫生及全民健身领域全国性荣誉称号

岳阳楼区摘10块“健康金牌”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我们不只是大山的孩子”

———记宁乡县黄材镇月山完小校长王斌

6月3日， 花垣县猫
儿乡洞里村， 演员与观
众互动。当天，猫儿乡、
龙潭镇和民乐镇联合在
该村开展“党建引领促
和谐计生,� 精准扶贫建
美丽乡村” 活动， 来自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歌舞团的演员和三个乡
镇的文艺队， 为群众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

龙恩泽 摄

送戏进村

“梦想家”
大手笔
6月3日， 长沙规划

展示馆前广场， 大学生
在设计建筑模型参赛。
当天，湖南省首届“梦想
家”建造节举行，来自湖
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
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城
市学院7所高校建筑专
业的学生组成36支参赛
队和4支展示队，进行建
筑设计角逐。 参赛作品
从整体编织到拱形框
架，风格多样，展现出选
手们的奇思妙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