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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开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
展的新征程， 为湖南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无湘不成军，作为我国军事工
业布局重点省份，湖南军工产业门
类较全、 实力较强、 优势明显。省
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军民融
合发展的探索起步较早。 近年来，
随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湖南军民协同创新成果斐然，军民

融合创新体系正逐渐展露雏形，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2016
年，全省军民融合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1096亿元，同比增长8.2%。

当前， 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的指导下，湖南正立足良好基础，
乘势而上， 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作为制造强省建设和科技创新的
重中之重加以推进， 立足长株潭衡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全
力建设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一
股军民融合的发展合力正在三湘大
地源源不断地汇聚、升腾。

高层推动，开启改革快车道

近期召开的两次省政府常务会
上，先后通过《湖南省关于经济建设
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湖南省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两份文件，
成为湖南加速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进程中崭新的节点。

从这个节点往前回溯， 可以发
现，湖南自上而下推动军民融合，早
已起步。

从2013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

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到研究出台切实加强高新武器装备绿
色通道建设的措施、《关于支持航空装
备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加
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关于加快航空制造业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
列政策； 从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 到分别与国防科大共建湖南
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 与海军
工程大学联合组建湖南省军民融合装
备技术创新中心；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冒蕞
肖祖华）今天上午，中国电子彩虹集团
邵阳特种玻璃项目在邵阳经开区举行
开工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宣
布开工。此前，许达哲会见了中国电子
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芮晓武一行。

副省长张剑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
出席开工仪式并参加会见。

会见中，许达哲说，近年来，湖南电
子信息制造业稳中有升，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增长较快，移动互联网产业持续高
速增长。当前，湖南正积极推动电子信
息与智能制造、文化创意、军民融合等
产业进一步结合，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希望中国电子围绕打造具有竞争力
的湖南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加快在湘布
局相关重大产业项目。湖南将进一步完
善省企对接协调工作机制，提高办事效
率，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芮晓武在开工仪式上表示， 彩虹
集团是中国电子新型显示产业板块的
骨干企业， 具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和较

强的技术能力。邵阳特种玻璃项目对
于加快实现显示产业关键材料的国
产化，进一步打破国际垄断，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希望项目单位把握产
业发展机遇， 认真落实合作协议，兑
现投资承诺，狠抓项目建设，确保项
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张剑飞在开工仪式上表示，要坚
持以最优质的服务、 最有力的保障，
为项目开工建设营造一流环境。希望
中国电子充分发挥国企央企优势，以
商招商，吸引更多活力强、潜力大的
上下游企业入驻发展。

据悉，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项
目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300余亩，分
2期建设4条盖板玻璃生产线。项目建
成后，上游可带动关键装备材料和关
键装备智能制造发展，形成包括盖板
玻璃加工、3D玻璃、 触控模组和触控
移动终端产品在内的超100亿元产业
链，并推动整个高端光电显示玻璃行
业自主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志刚 刘昭云

“姐姐，您辛苦了 !”9月8日上午，
第33个教师节前夕，17名小学生向他
们敬爱的罗颢老师送上鲜花； 邵东县
爱心义工联合会会长赵威、 党支部书
记姜文正送来2万元慰问金，向她致以
节日的祝福。

罗颢是邵东县灵官殿镇棠荫小学
教师，今年25岁。棠荫小学位于三县交
界处，大云山脚下，距离邵东县城55公
里。

“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喜欢
孩子。” 罗颢小时候就很崇拜老师。
2008年， 她顺利考入邵阳师范学校。
2013年毕业后，罗颢主动要求分配到
了条件相对最差的棠荫小学。 棠荫小
学现有4个年级4个班， 共有学生61
人。罗颢教6年级，有17个学生，都是留
守儿童， 学生们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
育，性子很野，罗颢就主动地担负起为
孩子义务辅导的责任。 学校没有电教
室， 罗颢就从电脑上下载一些有教育
意义的影片，组织学生课后观看，增强
孩子们爱学习、尊老爱幼意识。

2014年2月27日， 罗颢早晨起来
发现脸部浮肿，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

“尿毒症、先天性孤独肾”。医生明确告
诉罗颢， 她的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换
肾。肾脏移植手术，包括前期后期治
疗等各种费用加起来超过70万元。罗
颢的家境并不好，母亲在医院做临时
护工，父亲在工地打工，收入都不高，
弟弟在上学， 家里还有87岁的爷爷。
为给罗颢治病，他的父亲从工地预支
了10万元工资，在亲戚朋友那里借了
30多万元，加上同事同学、社会捐款，
勉强凑够了手术费。

2015年6月，罗颢等到了肾源，在
湘雅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2016年2
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罗颢放不
下她的学生，又站上了讲台。

“她是位好老师，教学有方法，特
别有爱心。 我常常劝她要注意身体，
多多休息，她就是不听。”棠荫小学校
长罗震武神情黯然。

罗颢每1至2个月要到长沙复查，
每天还要定时服用各种抗排斥药物、
激素类药物及其他辅助性药物10多
种。由于长期服药，罗颢的脸慢慢地由
“婴儿肥”变成了“满月脸”。尽管病痛
难忍， 但罗颢坚持免费为学生进行课
外辅导， 孩子们生日或者学习有进步
的时候，她都会买些小礼物送给他们。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袁炎长

她放弃县城的工作机会， 来到偏
远农村教书育人； 她罹患重病切除胰
腺，又挂着引流袋走上讲台；她是学校
的“第一名专业户”，教学工作和所带
的班级总是名列第一。30年，陈腊梅把
自己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农村教育。

9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新化县琅
塘镇中心学校， 学生们早已放学回
家， 而老教师陈腊梅还在办公室备
课、批改作业。她取下老花镜笑着说：
“新学期刚开学， 需要做很多准备，不
然会耽误教学，马虎不得。”

1987年，刚从新化师范学校毕业
的陈腊梅， 收到县城学校的邀请。但
出人意料，她却回到母校，选择扎根
农村。她说：“我是山里走出来的，更懂
得农村孩子对于学习的渴望，农村更
需要专业的老师。”

陈腊梅把心思和精力都花在了教
学上，无论教语文还是历史，孩子们最
喜欢听她的课。不管寒冬酷暑，她总是
第一个来到教室门口，等待孩子们进教
室上早自习；每天晚上，她都要走进寄
宿生寝室，为孩子们拉拉被子、关关窗

户。课余，她爱做家访、找学生谈心，与
家长沟通，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一位
家长说，“孩子最听陈老师的话，有什么
事情陈老师是最先知道的”。

1993年， 刚生下孩子的陈腊梅，
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半个月内连续
接受两次大手术， 并切除了胰腺。从
此，她与糖尿病“结缘”，至今每天都要
靠胰岛素维持， 多的时候一天要打4
次。可新学期一开始，还没摘除引流
袋的她，硬是顶住了领导与家人的劝
阻，回到了讲台。

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原本清
贫的家庭负债累累。但乐观开朗的陈
腊梅却淡然面对：工资一分为三———
生活一份、买药一份、还债一份；工作
拒绝照顾， 当班主任专带毕业班。不
仅如此，她还提着“药罐子”通过函授、
自考等方式，获得了大专、本科文凭。

学生进步了，可陈腊梅却在每季
一次的病态分析复查中， 反复被告
知：“血糖太高，临近铜症酸中毒，必须
立即住院。” 学生毕业在即怎么办？思
前想后，她最终选择了工作。主治医
生韩教授也心疼她：“你呀，是健康重
要，还是学生重要？”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初秋时节，宁乡沙田乡五里村
文化广场完成设计方案，经过招投
标后，将开工建设。文化广场占地面
积3020平方米，由湖南湘江新区投
入125万元建设， 建成后五里村百
姓的文化休闲又多了一个新去处。

今年，是湖南湘江新区在宁乡
沙田乡五里村开展“一推行四公
开”群众工作的第三年。“一推行四
公开”， 即全面推行干部联点驻村
（社区），公开联系方式、岗位职责、
监督机制、 考核办法， 是长沙市
2011年建立并实施的做好新时期
群众工作的创新平台和抓手。

春风“五里”，与百姓在一起。
来自湖南湘江新区的群众工作
组，田间地头听民声，登门入户解
民难，再续鱼水深情，赢得百姓点
赞。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负责人
表示，开展“一推行四公开”群众

工作，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致力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做
到群众满意、基层满意。

“许多村民都没安置好，
我怎么能走”

6月底至7月初，湖南遭遇强
降雨，宁乡受灾严重。五里村发生
滑坡上百处， 河堤垮塌1100余
米，房屋损毁140多间，直接经济
损失2000多万元。

灾情发生后， 群工组迅速行
动，和村干部一起转移受困群众。
由于转移及时， 全村没有一人伤
亡。那几天，群工队员黎杰一直在
五里村抢险救灾。 而他在长沙岳
麓区洋湖附近的家， 被洪水淹没
了一楼。“心里也着急， 但五里村
受灾严重，许多村民都没安置好，
我怎么能走？”黎杰说。

涓水河，不舍昼夜，从五里村

穿村而过。 涓水河上有一座“千工
桥”，刚竣工不久。这座宽6.5米、长30
米的桥，是五里村和石笋村3000多村
民的出行要道。

2015年6月，千工桥被洪水冲毁，
群众出行要绕道几公里， 极为不便。
经群工组多方争取， 总共募集到100
万元， 其中湘江新区出资40万元，于
2016年6月开工建桥。不料，工期遇上
汛期，桩机刚一打好，就被洪水冲走。
群工队员蔡华说，群工组不知开了多
少次协调会、想了多少办法，最终在
向群众承诺的期限内建成。

以前的樟木完小， 电线老化，门
窗破损，墙面斑驳，地面坑洼，连课桌
都放不稳。2016年暑假， 群工组从新
区争取到资金16万元，另外教育部门
出资8万元，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翻修。

“现在条件好多了。”校长沈志告诉记
者，每个教室还装上了4台电风扇，孩
子们夏天不用大汗淋漓地上课了。

荩荩（下转3版③）

凝聚合力 乘势而上
———湖南军民融合加速向深度推进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邹
仪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初秋，
在江华经开区内的九恒集团， 工人
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运送材
料的大货车络绎不绝。“从2014年4
月动工，到第一批产品下线，只用了
120天。在江华创造‘九恒速度’，让
我们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九恒集
团江华项目负责人尹建平说。

为谋求发展， 江华找准了解放
思想这一“钥匙”，通过走出去学习，
请进来“传经”，引导全县干部群众

认真审视江华的资源、基础和潜力，
坚定了“没有优势创造优势、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的信心。县委坚持把招
商引资作为“第一菜单”，突出全民
招商，促进实体产业、园区经济的强
势崛起。 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的氛围
和环境，全县上下协同强力“造势”。
利用瑶族盘王节等节庆活动， 打出
了“神州瑶都”品牌；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县城等“金字招牌”……一系列
“筑巢”动作引来“金凤凰”，五矿集
团、安徽海螺集团、中国风电集团等

国内知名企业纷纷进驻。
企业进来了，服务要跟上。江华

坚持“硬件不足软件补，优势不足服
务补，投入不足作风补”，对企业实
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在企业用
电、用水、用工及相关手续等方面，
实行全程代办制。企业只管建设、生
产、销售，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矛盾
协调、证照办理，形成抓项目、抓招
商、抓服务的工作合力。“这里，不仅
风资源条件比较优越， 而且政府服
务意识很强， 这也是我们投资江华

的重要原因。”中国风电集团江华工
程部经理赖梦强说。

今年上半年，江华全县GDP实现
45.73亿元，同比增长8.7%，增幅排全
市第二位； 规模工业增加值实现
14.31亿元，同比增长8.5%，增幅排全
市第一位；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0.95
亿元，同比增长13.5%，增幅排全市第
一位。2013年以来，江华的绩效评估
综合考核和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4
年排名永州市第一，创造了令人振奋
的“江华速度”和“江华现象”。

创造优势 快速崛起
江华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4年领跑永州

丰收在望
9月8日，花垣县麻

栗场镇新科村，遍地金
黄的水稻田，摇曳着丰
收的喜悦。 白露过后，
该县140000余亩水稻
陆续成熟。

龙艾青 摄

春风“五里”，与你一起
———湖南湘江新区在宁乡五里村开展“一推行四公开”纪实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第二届腾讯创业节今天走进
湖南，继北上广深等城市之后，腾讯
文创基地在位于长沙高新区的腾讯
众创空间正式挂牌。据介绍，腾讯将
助力湖南的文创产业创业者， 聚焦
优质內容生产，实现商业变现。

“长沙在发展文创产业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 腾讯公司移动互联网
事业群副总裁侯晓楠表示，作为国家
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长沙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聚集了多所知名院校，拥有电视湘军
等先锋传媒，为文创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人才支撑。而腾讯拥有资讯、文学、
影视、音乐、漫画、游戏、电竞、直播等
内容产业的全产业链布局。依托腾讯
的内容产业布局，腾讯内容平台企鹅
号可以为湖南的文创产业创业者提
供流量分成、产业资源、版权保护、谣
言监测、投资、孵化、 基础办公服务、
内容创业服务八大服务。

荩荩（下转3版④）

腾讯文创基地
落户长沙

中国电子彩虹集团
邵阳特种玻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许达哲宣布开工

肾移植后仍坚守讲台，邵东25岁女教师罗颢
演绎动人故事———

“希望多活几年，与孩子们在一起”

“坚守教学岗位，我才会收获快乐”
———记新化县琅塘镇中心学校教师陈腊梅

9月9日， 市民在
欣赏书法作品。 当天，
学员风骨·当代书法专
业博士作品巡回展在
湖南省文化馆开展，
120幅书法作品展示
了当代博士书法家的
艺术风采。此次展览免
费开放， 将持续至9月
16日。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