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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徐德
荣 唐曦 曾德伟） 华菱衡钢近日
成功中标塔里木油田哈拉哈塘项
目， 将为该项目供应酸性管线管
3707吨。截至目前，衡钢产品已
出口至6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创
汇率连续10余年领先国内同行。

近年来， 衡阳市积极实施
“开放崛起”发展战略，依托良
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以“引资
入衡”“衡品出境”“衡企出海”3
项工作为主抓手，先后出台“关
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开

放型经济的实施意见”“关于推
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
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先行先试
的政策， 积极推动全市开放型
经济跨越式发展。

衡阳市不断鼓励引导开放
型新兴产业发展，形成“落户一
个项目，引来一串企业，带动一
个产业”的裂变效应。全市已形
成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信息
产业，以特变电工、瑞达电源为
代表的电力装备制造业， 以华
菱衡钢、 水口山为代表的传统

钢铁、有色产业，以得阳鞋业、
南阳鞋业等为代表的制鞋及服
饰产业等4大外贸支柱产业，其
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贸总额近9
成。

目前， 衡阳已建成涵盖1条
黄金水道、1个民用机场、8条高
速公路和9条铁路的“1189”立体
交通网。拥有全省首家综合保税
区、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9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园
区）以及衡山科学城、滨江新区、
来雁新城等一批新兴的发展平

台，经济发展环境、政务服务环
境和平台建设不断升级，使得该
市成为新的投资“洼地”。 今年
“港洽周”期间，衡阳签约项目40
个，总投资额达296.94亿元；6月
下旬，在“央企入湘”对接暨衡阳
市投资推介会上，衡阳现场签约
2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额达727
亿元。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衡阳市
进出口额达113.88亿元， 同比增
长92.6%，总量居全省第二，实现
了高速增长。

曹娴

暑期来了，与天气同样炙手可热的，还
有主要面向学生的研学旅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华民族自古就
把旅游和读书结合在一起，推崇“知行合一”。

如今， 的确有不少家长愿意在寒暑假
期间，让孩子参加各种游学活动，以增长知
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

发展研学旅游正当时。 在传统的“吃、
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基础上，已延
伸出新的旅游六要素：“商、养、学、闲、情、
奇”。其中，“学”就是指研学旅游，包括修学
旅游、科考、培训、拓展训练、摄影、采风、各
种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

2016年底， 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
出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
划，“旅行+教育”迎来了无限生机。

生机，同样是商机。 据业内统计，2016
年我国游学人数约为325万人次，市场规模
约315亿元。 目前游学行业的渗透率仅为
5.5%，与游学行业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提
升空间巨大。预计到2020年，我国游学行业

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
面对巨大的游学市场， 湖南与其他省

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论资源，湖南有优势。比如拥有大量底

蕴深厚的历史遗存，如马王堆汉墓、三国孙
吴简牍、 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
等；拥有一批令人景仰的伟人、名人，如毛
泽东、刘少奇、曾国藩等；还有不少悄然兴
起的观光工厂……这些旅游资源都正好
契合研学旅游“以学为主，游为学用”的主
旨，可以成为散发独特魅力的游学资源。

如何在激烈的游学市场中抢跑成功？
加大力度拓展市场。 7月25日，三湘大地

迎来一批港澳青少年游学团。 港澳青少年游
学市场，正是我省应该着力培育和拓展的市
场之一。 港澳旅游市场是我省重点入境客源
市场。 今年上半年，我省接待港澳游客23.89
万人次，占我省入境旅游总人数的37%。

进一步推进游学接待服务标准化建
设。由于低门槛、无标准、缺监管，国内游学
市场乱象屡被曝光。眼下，省旅发委已联合
省教育厅， 推进研学旅游目的地和示范基
地建设， 全力为来湘游学的青少年提供一
流的旅游目的地。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王茜 实习记者 夏叶） 今天 ，记
者从长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长沙高新区新引
进移动互联网企业754家， 以平
均每天4至5家的速度增长。 截至
6月底，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企

业总数达到4009家，产业产值达
150亿元，同比增长20%。

2014年以来，长沙高新区抢
占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先机，制
定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培育出御
家汇集团、拓维信息、松桂坊等多
家本土移动互联网企业， 引进中

清龙图、腾讯众创、58到家、映客
直播等大批优秀企业， 形成了移
动游戏、生活、金融、电商等产业
集群。

目前， 长沙高新区牵头组织
的“岳麓峰会”已成为一年一度移
动互联网行业思想碰撞、 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 每年吸引数千家
企业、 国内外多位移动互联网行
业大咖聚首。 长沙高新区开展移
动互联网“柳枝行动” ，一次性给

予创业团队20万元的直接扶持，
总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目前，已
扶持逾4000人， 受益项目300多
个，帮助各创业团队对接200余家
投融资机构，42个团队获得天使
轮或A轮融资，融资达2亿元。

据悉， 长沙高新区未来将整
合优化现有政策，新增大数据、文
化创意等政策条款， 出台移动互
联网政策2.0版本，形成移动互联
网新三年行动计划。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位于株洲市的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
限公司（简称“华银株电”）举行以“清洁能
源 点亮未来” 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企业开
放日活动。 百余位株洲市民在“零距离”参
观体验后，对该公司绿色发电技术称赞不
已。

华银株电始建于1955年， 目前拥有2
台机组，总装机68万千瓦。 地处长株潭负
荷中心，是三地保安电源，对长株潭地区
用电质量、 电源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但随着株洲市发展扩大，已成为一座
中心城区的火电发电厂。 环保减排、实现
清洁能源生产势在必行。

自2005年起，华银株电率先在全省电
企中启动环保技术改造，12年来累计投资
约7亿元， 完成了一系列环保改造升级项
目，成为城市环保标杆电厂。

2005年至2015年间，主要进行烟气治
理和清洁生产改造。 2011年实现脱硫投运
率100%； 采用先进的全布袋式除尘器，除
尘效率达到99.95%； 开展机组脱硝攻坚，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降至160毫克/标立方
米以内。 进行发电机组天然气点火改造，
解决锅炉点火初期冒黑烟现象；搭建全钢
网架封闭煤棚，彻底解除扬尘对周边环境
影响；实现干灰、炉渣、石膏等发电废弃物
100%回收利用； 兴建渣水处理回用装置，
年减排废水300万吨以上。

2016年，华银株电清洁能源生产进一
步升级提质， 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改造后， 发电机组脱硝效率平均值达90%
以上， 出口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50毫克/
标立方米以下，脱硫效率99.3%以上，二氧
化硫排放控制在35毫克/标立方米以下，
烟尘排放控制在10毫克/标立方米以下，
基本解决烟囱冒白汽现象，主要环保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公司烟气、废水排放都安装了24小
时在线监控系统，监控数据实时送达省市
环保部门，全面接受社会监控。 ”华银株电
党委书记郭景斌介绍，目前，公司全年排
放总量仅相当于1500辆汽车，已跻身全球
最清洁火力发电企业行列。

谈经论市

研学游市场有待深挖

年排放量仅相当于1500辆汽车

华银株电跻身全球最清洁火电厂行列

衡阳开放型经济迅速崛起
上半年进出口额达113.88亿元，同比增长92.6%

平均每天新增4至5家
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企业突破4000家

抓旺季
忙生产

7月26日， 湘西经济开
发区华润雪花啤酒湘西工厂
开足马力生产。 夏季是啤酒
产品销售旺季， 该开发区积
极主动协调生产单位狠抓生
产， 满足市场需求， 力促企
业产销两旺。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