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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一
带一部’首位城市，加快开放是长沙的现实
选择与必由之路。”8月15日，长沙市委副书
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沙将着力打造内
陆开放新高地，引领和带动湖南开放崛起。

今年以来， 第七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落户长沙，黄花综保区封关运行，长沙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陈文浩认为，近几年，长沙的开放型经济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宝贵的是开放意识不断
强化、开放氛围越来越浓。站在转型发展的
历史时期，长沙要以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
国家战略来谋划和推动工作，在世界经济大
格局中找准定位和参照系， 全面对接省委、
省政府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451”行动，抓好顶层设计，精准施策、精准

发力，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陈文浩介绍， 长沙打造内陆开放新高

地的总体思路是：立足优势，主动对接，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以湖南
湘江新区、 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一区一
廊”建设为核心，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
次、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在工作重点上，抓好平台、通道、主体
和枢纽，就抓住了关键。”陈文浩指出，开放
平台是开放型经济的基础， 长沙拥有临空
经济示范区、黄花综保区、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3个国家级平台。 提高整体开放水平，要
更加注重发挥3个平台的叠加效应，全面加
强口岸建设，积极申报建设铁路一类口岸，
加快建设进口整车、 水果、 药品等指定口
岸，提升开放平台能级。

陈文浩表示， 未来要在开通更多国际
客运航线的基础上， 挖掘国际货运航班的
潜力，今年力争开通2至3条国际货运航班；

同时，做大做强中欧（长沙）班列，加快推进
霞凝货场建设。此外，要加快建设国家交通
物流中心，打造空港、铁路、水运、陆路、高
铁一体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主体是企业。 陈文
浩表示，长沙将大力扶持外向型龙头企业，争
取培养30家以上进出口总额上亿美元的外
贸企业，大力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积极对接
央企，引导支持更多的长沙企业“走出去”。同
时，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注意培育互联网经
济，构建强大的电子商务主体，通过跨境电商
带动实体经济，提高外贸依存度。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还需要健全长
效机制。陈文浩称，长沙将发挥“人才新政
22条”“工业30条”“科技创新1+4”“开放型
经济2+4”政策体系的叠加效应，抓落地见
效，打造开放政策高地；深化改革，以优良
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不断培育开放崛起
的竞争新优势。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雨琦

8月20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刚运
营不到1个月的雅娜购香港启德展示中心
迎来了“黄金周末”，不少消费者来到这里
购买化妆品、洋酒等，这些商品均由香港启
德免税集团直供，与香港当地同质同价。店
长周雪芳介绍， 雅娜购在黄花综保区的仓
库即将建成，届时，顾客下单后1小时左右
就可收到商品。

今年6月封关运行的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目前已有投产项目30个，此外还有在
谈项目105个。预计8月进出口额将突破1亿
美元，2017年封关运行当年可实现进出口
总额8亿美元以上。

今年以来， 第七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落户长沙，黄花综保区封关运行，长沙
的各类开放平台不断释放“开放红利”，有
力助推开放型经济发展。上半年，长沙市进
出口总额399.6亿元，同比增长59.6%；对外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5.4亿美
元，同比增长11.2%；新引进外商投资企业
111家，同比增长33.73%。

长沙高新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设有
咖啡吧、健身房、会议室、休闲区等，这里常

年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外籍人员在此办
公。平台自2015年3月投入运营以来，已有
20家外国机构入驻， 还有17家机构排队等
候入驻第二期。

“像这样的平台，在中部地区是唯一的，
为长沙带来了很多机会。” 高新区对外科技
交流中心主任李唯敏介绍，截至目前，平台
完成海内外接待400余次，境内外推介会50
余次，沙龙对接会60余次，促成园区企业和
海外合作潜在项目多达数十个。在德国中小
企业联合会促进下，全国首家卓伯根跨境优
品展示店已经成功落户长沙高新区。

在湖南高桥大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平
台致力于帮助商户开展外贸业务。 高桥大
市场成立了外贸服务中心，引进了浩通、恒
峰等多个进出口平台， 在贸易成交、 结付
汇、报关报检、运输和商务谈判等方面全程
免费为商户服务。目前，市场共有300多户
经营户获得了进出口贸易资质， 有30多户
已经有了实际的出口业务。

新佰悦是高桥大市场规模最大的酒店
用品卖场，本月有一批货值100多万元的陶
瓷即将运往巴基斯坦。新佰悦负责人称，此
前只做内贸，如今有了出口资质，实现了国
内、国外市场两条腿走路。

在海外， 由长沙企业投建的阿治曼中
国城、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东帝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园等一批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园
区，已经成为湖南产品和企业“走出去”的
重要境外平台。

位于阿联酋阿治曼自由区的中国城
里，湖南的瓷器、黑茶等受到当地消费者
的欢迎。投建这座中国城的，是湘企博深
实业集团。中国城现已入驻1600家中国企
业，其中湖南籍企业128家。中国城里，从
灯饰电器、家居建材到服饰箱包，九成都
是中国商品。

博深实业集团副总裁张菁介绍， 阿治
曼中国城一期所有店铺都已入驻商家，二
期已在规划筹建当中，将成为集采购批发、
展示交易、 物流仓储为一体的中国商品展
示交易平台。此外，博深实业集团还被省商
务厅授权为驻阿联酋商务代表处， 负责帮
助湖南企业“走出去”对接中东地区。

据介绍，目前，长沙已拥有临空经济示
范区、黄花综保区、金霞保税物流中心3个
国家级平台，长沙进口水果和药品口岸、长
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均
有望在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给长沙乃至湖
南的开放型经济带来更多支撑与活力。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余蓉 ）民办
幼教机构财务工作繁琐，想发展缺少资金，贷
款难，内部管理不规范，信息化程度低……近
年来长沙民办幼教机构日常运营和管理中，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8月20日，来自
省内各地的近200位幼教专家齐聚长沙，共
同探讨如何推动本土幼教行业进一步创新发
展，做大做强。

此次论坛由上海幼富通主办， 长沙市民

办教育协会、尚慧教育集团等单位共同协办，
旨在通过科技和信息化的力量， 推动民办教
育行业变革， 帮助更多民办幼教机构快速提
高品牌价值，实现管理的科技和信息化。

“民办幼教机构收费通过传统银行或现
金方式收取时，与校方财务系统没有链接、与
学生档案和家长均没有链接， 造成很多误解
和纠纷，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幼富通CEO傅
彦作主题发言时表示， 教育部门这几年一直

在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 众多学校积极响应
号召，走在了信息化教学的前沿，取得了良好
效果。但不少民办幼教机构穿新鞋走老路，信
息化还停留在口头上,内部管理不规范，引进
规范的智能化财务系统， 将有助于实现创新
发展。

长沙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李俊年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随着2015年我国“二胎政策”
的全面放开，我省民办幼儿园数量占比超五
成。民办学校的发展主要通过民间资金举办
并依靠学费运营， 校园管理的“电子化”和
“智能化”，能为民办教育的繁荣发展添砖加
瓦。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胡泓昱）传递丰收喜悦的《集体草帽》、
可爱逗趣的《小丑》、浪漫又惊险的《肩上芭
蕾》……8月16日下午，杂技精品晚会《青春
如画》 在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亲子剧场上
演。“演艺惠民”湖南杂技走进社区演出季由
此开启。

据介绍，本次演出是省杂
技艺术剧院首次以演出季形
式，免费向市民推出，时间为8
月16日至27日，至少有10场以
上。因场地限制，市民需前往
该院剧场观看。

入选的3个节目都是省杂
技艺术剧院最具人气的杂技
节目。今天上演的杂技精品晚
会《青春如画》，集中呈现了该
院近年来在国内外比赛中获
得大奖的、常年在国内外演出
获得好评的一批优秀节目。中

法合作剧目《幸福的秘密》，根据19世纪法国
著名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改编而成。多媒体梦
幻杂技剧《芙蓉国里》通过多种艺术手段，运
用声光电技术，融入茅古斯、女书等湖南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湖湘文化的辉
煌历程。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访长沙市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

长沙，开放平台释放“开放红利”

幼教专家长沙“论剑”
探讨民办幼教机构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邹靖方 ）
8月16日至18日，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湖南省初赛在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 来自全省邮政业17支代表队的51名选
手参赛， 参赛企业覆盖全省大多数快递品
牌。这是湖南省邮政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技
能比武活动。

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两
个部分。 实操技能主要包含多物品收寄、派
送线路设计、快件装车、国内快件分拣、建立
总包等项目。大赛严格按照国家邮政局职业
技能竞赛的有关规定进行。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 一批优秀选手
和优胜团队脱颖而出。 大赛评选出个人
奖8名、团体奖12名、精神文明奖2名、优
秀教练奖8名。湖南圆通揽投员马石光获
得竞赛个人第一名，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将授予其“湖南省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省总工会将授予其“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 获得第二名至第六名的选手，
由省邮政管理局授予“湖南省快递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省邮政管理局将从获奖
选手中筛选3名选手，代表湖南省邮政业
参加全国大赛。

全省邮政行业选手长沙赛技能
3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南省邮政业参加全国大赛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夏文辉)“人工智能+大数据”， 让诊疗
更“智慧”。一款由湖南智超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CDSS)，为
人工智能与临床诊疗结合提供了新的思
路。8月19日至20日，在衡阳举行的第20届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教学改革研讨
会现场演示环节，该系统仅用4.8秒，就完
成了对100名随机患者数据的计算、 分析
和精准诊断。

该系统将人工智能引入诊疗环节，可完
成病人从入院到全科分导诊、挂号、开具检
查单、完成常规生化指标检查并出具诊断结
论和处方的一整套诊疗流程。“该系统最大

的优势在于， 其诊断和处方建议都是量化
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强。”作为CDSS核
心研发人员之一，彭绍亮教授介绍，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的介入与应用，不仅能提高临床
诊疗效率，还能有效缓解因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带来的诊疗体验与效果差异，促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

该研讨会由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临
床医学教育研究会诊断学分会主办、南华大
学医学院承办，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
治区的200余名专家和代表参加会议。会上
就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加强诊
断学教学、对接“精准医疗”和“精准诊断”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让诊疗更“智慧”
200余名专家衡阳“会诊”诊断学教学改革

湖南杂技走进社区演出季开启

何中意：退伍不褪色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伍致健

� � � �名片
何中意，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凤凰乡旭日

洞村村民，1989年出生，2006年应征入伍，在
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服役， 参加过抗震救灾、
抗冰救灾等任务， 多次获得营级以上嘉奖。
何中意退役后，多次创业失败 。然而 ，他越
挫越勇 ，发展高山养羊 、养牛 ，种植高山反
季节蔬菜， 走上了致富路， 带动40多户贫
困户脱贫 。何中意还热心公益事业 ，赢得
村民们普遍赞誉 。今年5月 ，何中意高票当
选村委会主任。

� � � �故事
8月初，旭日洞村被“7·2”洪水摧毁的

13座村级河坝， 在该村村委会主任何中意
的带领下，全面修复。面对大家的称赞，他谦
虚地说：“大家信任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何中意对记者说：“绿色军营锻炼了
我。”2008年抗震救灾，他和战友们不放弃，
一次次在废墟里救出多人。多年后，排长的
话让他记忆犹新：“军人， 就要勇往直前，不
轻言放弃！”

2008年12月，何中意退伍，南下广州，
从事燃气灶具销售、餐饮行业。但几年下来，
钱没赚到，反而亏损10多万元。何中意说：
困难的时候，排长的话，我与战友们在恶劣
的环境下执行任务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
眼前，给了我力量。

2013年，何中意到广西等地考察半年，
觉得原生态养殖山羊很有市场。于是，这年8
月，他向亲朋好友借了两万多元，购回20头
山羊种羊，起早贪黑饲养。可是，外地山羊品
种不适应本地的气候环境，加之引进的山羊
品种不纯，山羊接二连三病死。

何中意不甘心失败，他请来专家实地指
导，还走出大山，到长沙、桂林等地学习，再
借款引进纯正的山羊种羊。通过不断摸索和
实践，何中意养的山羊渐渐长大，到2015年
底，存栏山羊200余只。

为了打开销路，何中意来到深圳、广州，
不厌其烦地向一家家酒店负责人推销山羊，
而大多对他持怀疑的态度。 何中意不气馁，
凭着真诚终于说动一家酒店的负责人，答应
试购山羊。由此，慢慢打开了销路。

养羊闯出致富路， 何中意没有忘记大
家。2016年初， 何中意发起成立大坝头原
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除养殖山羊外，建
起本地黄牛养殖场， 发展高山反季节蔬
菜，实现山羊直供深圳、广州，黄牛销往衡
阳、邵阳等地，反季节高山蔬菜俏销长沙。
合作社的示范带动效应也显现出来， 吸纳
会员120人， 长年安排20多名贫困人口在
基地就业，带动40余户贫困户脱贫。何中
意主动向贫困户邓九华、 何菊香提供山羊
和技术，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两人都摆脱了
贫困。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 何中意热心公
益事业。村民李子明家缺衣少食，他主动
“一对一”帮扶；当地小学举行文艺汇演，
他出资赞助……何中意的行动， 得到村
民们的拥护， 他被大家选为全村发展的
带头人。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通讯员 肖蓓 ）
“您家里有几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现在
生活用水还存在什么问题？”……8月18日，
中方县中方镇炉亭坳村贫困户周衍云的家
中来了一群特殊的扶贫核查人员。 这不是
真正的扶贫工作检查，而是由怀化市、中方
县两级组织部门组织的扶贫攻坚工作小
组，对中方各村脱贫工作进行一次“模拟验
收”。

今年8月以来，怀化市委组织部、中方
县委组织部从市、 县两级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中抽调了60名机关干部， 又从
乡村教师、实习大学生中挑选了240名核查
人员，组成扶贫攻坚“模拟验收”工作小组，
对全县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非贫困户
分别进行随机抽样走访和识别验收工作，
其中， 对全县建档立卡但还未脱贫的5875
户共20243人实行“必访”。10余天来，工作

小组顶着烈日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通
过面对面交流，现场查看扶贫政策、产业发
展、脱贫措施的落实情况，收集整理大家反
映的问题与建议。同时，围绕村出列、户脱
贫的标准和条件， 工作小组还重点为贫困
户计算自家的“增收账”和“脱贫账”，帮助
他们更好地了解扶贫政策和措施， 增强依
靠双手勤劳致富的勇气和信心。

据了解， 中方县将根据本次模拟验收的
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督促每
个乡镇及时整改到位， 确保今年中方县能如
期保质保量脱贫摘帽。

中方：“模拟验收”助力如期脱贫摘帽

天桥之晨
8月20日清晨，吉

首市矮寨镇矮寨特大
悬索桥横跨峡谷，云
海翻腾，朝霞如虹，气
势雄伟。

张术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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