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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慧

湖南将聚焦全球目光。 10月
24日至27日， 2017中国(湖南 )国
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
坛 （以下简称“轨博会”） 将在湘
举办， 长沙联手株洲将共同打造
一场全国轨道交通行业的顶级盛
会。

本届“轨博会” 由中国铁道
学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湖南省分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目前，
筹备工作正紧张进行， 截至10月
16日， 共有30多个国家近百名官
员和商人确定参会， 更有近10个
国家铁路总公司组团参加， 其中,
塔吉克斯坦等4个国家将携订单
赴会。

凭时代东风：
中国已进入高铁时代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

综合规模迅速扩大， 轨道交通的
作用愈发突出。 目前， 我国高铁
运营总里程已突破2万公里， 居世
界第一， 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60%以上， 高铁已成为“中国速
度” 的象征和“走出去” 的名片。
高铁投产运营后， 对沿线区域的
金融、 旅游、 人才流动及城镇化
建设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现
象。

“轨博会” 的举行不仅能推
动中国高铁和轨道交通“走出
去”， 更有利于重塑“中国制造”
国际形象， 振兴民族产业。

凭湖湘底气：
拥全球三大核心竞争力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是湖南制
造业的主导产业和“十三五”支柱
性产业，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
的产业集群优势。 目前，湖南省轨
道交通产业预计初步形成2000亿

元的产值规模，尤其以长沙、株洲、
湘潭3市为轨道交通产业集聚区，
在产、学、研方面已然成为行业领
头羊。 具体来说，湖南的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具有三大全球核心竞争
力优势： 一是有一批优秀规模企
业，如中车株机是全国最大的机车
车辆制造企业，中车株机研究所是
最大的研发中心，长江车辆是最大
的敞车制造企业；二是核心竞争力
较强，湖南在高速动车、电力机车、
城轨车辆、铁路货车等领域掌握了
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比重达74%； 三是产品市
场占有率较高， 交流传动电力机
车、铁路敞车及机车的实际市场占
有量全国第一，轨道交通电传动系
统和网络控制系统占据国内市场
份额的80%。

“轨博会” 的举行将带动经
济方式转型升级， 促进全省轨道
交通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湖
南交通装备制造业走向国际化。

凭 “动力之都”：
产业集群总值过千亿元
“轨博会”期间，株洲市将举办

高峰论坛，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政要、驻华使节、行业
商(协)会等代表参加，共话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的全球布局，为中国铁
路“走出去”献计献策。

举办如此高规格峰会，株洲实
至名归。据了解，经过近年来“高铁
出海”的加速落地，株洲电力机车
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已是全球第一，
株洲已成为全国首个产业总值过
千亿元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是国
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地
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动力之都”的
美称。

据相关专家表示，我国乃至全
球轨道交通建设方兴未艾，株洲乘
势而上，要打造成世界电力牵引中
心或世界轨道交通产业之都，是完
全可能的。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
桂）下月初长沙将迎来一次“水果总动
员”。 2017第三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将
于11月3日至5日在长沙举行，同期还将
举行果业扶贫大会和中国（长沙）优质
果品博览会，并将举办多场推介会。 大
会组委会今天在长沙举行了新闻发布
会。

据介绍， 大会展览面积预计1.2万
平方米， 参展范围包括各类果类产品、
种植技术、采后处理设备、冷链物流设
备等，分设湖南展区、扶贫成果展区和
特色优质果品产区。大会组委会将联动
全国果品批发市场40强、百家果品连锁
企业和生鲜电商平台， 组成1000人的
精准采购团队，红星水果批发市场优质
商户、湖南各市州线下签约采购客户将
全程参会，实现产销精准对接。

大会期间还将召开果业扶贫大会，
展示果业扶贫成果，进行“品牌扶贫与
脱贫攻坚”专场对话。 另据了解，中国
（长沙） 优质果品博览会承办方为红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全国前十
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果品成交量居
全国前三位，国产水果日平均交易量达
600万公斤，彰显了湖南果业的实力。

中国果业品牌大会
11月长沙启幕

湖南凭什么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王文）今
年以来， 长沙市先后出台“3·18”“5·20”
“9·23”等楼市调控政策，为方便广大市民
咨询有关房地产市场管理政策，长沙市住
建委今天对外公布全市房产新政咨询电
话，并安排熟悉政策的专人负责接听。

此次公布的房产咨询电话共有4

条， 分别是长沙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信
息科咨询电话：0731-84662152； 驻房产
交易大楼政务窗口房产新政咨询电话：
0731-84662717； 驻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 大 楼 政 务 窗 口 新 政 咨 询 电 话 ：
0731-84529160； 驻河西长沙市政务中心
窗口房产新政咨询电话：0731-88665171。

长沙市公布房产新政咨询电话

科技治超：“千里眼”精准“识车”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

“您的货车于10月16日10时53分在
林夹公路检测站处，因严重超限运输违
法行为被车辆技术监控设备记录， 请及
时接受处理。”10月16日，湘G15529的货
车车主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通知。

这是常德临澧县在全省率先试点
开展“非现场执法”，运用科技手段治理
超限超载车辆的一个案例。

16日上午，记者在临澧县公路局信
息监控中心看到，6块液晶大屏上正实
时显示207国道、临佘公路、林夹公路3
条该县重要国省道的路况。 这3条路段
的检测点均安装有不停车检测系统，每
一台车途经检测点时，该车的车牌、车主
等具体数据都将同步传回至监控中心，
后台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甄别。

临澧县公路局路政大队副大队长舒

平向记者形象比喻，临澧县的国省道如同
装有了“千里眼”，执法人员足不出户即可
对超限运输车辆实现“精准”掌握。

10时53分， 监控平台自动报警，电
脑 屏 幕 上 以 红 色 字 体 醒 目 显 示 湘
G15529的违法数据：超限率29.51%。

“我们对车主车辆信息进行确认后，
发送短信给车主。”舒平透露，如果车主2
天内不主动联系， 公路部门将邮寄交通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

截至10月初，临澧县已累计处理超限
车辆1397起，行政拘留2人，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3起。 常德市公路局局长高金平介绍，
该局于2016年2月率先在临澧试点“非现
场执法”。 目前，常德市已全面推广“非现
场执法”治超模式。

据省公路管理局数据，常德市的超限
超载率已稳定控制在0.3%以下，在今年全
省治超工作督导考核中排名市州第一。

� � � � 10月17日， 桂东县沤江镇上东村蔬菜基地， 扶贫工作队员 （左） 与贫困
户一起摘收茄子。 当天是我国第4个“全国扶贫日”， 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
困日， 该县3000余名干部职工走上田间地头， 帮助建卡立档贫困户摘收蔬
菜， 助力他们脱贫。 邓仁湘 摄

冲刺脱贫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邹仪）
近日， 永州市风电技术交流会在该市冷
水滩区举行。会上交流了风电新技术，共
商永州风电产业发展大计， 推进三一风
电装备制造基地落户永州， 推动绿色风
能发展。同时，永州市政府与三一重能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
在风电开发和风机装备制造等方面展开
全方位合作。

今年来， 永州市充分利用现已达到

210万千瓦、 居全省第一的风能资源优
势，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建
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永州市与三一重能合作，有利于抢占未
来能源发展新高地， 有利于双方共建共
享共赢。 ”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晖表示， 欢迎有关企业在永州布
局风电产业链项目，将好技术、好产品引
进永州，延伸永州风电产业链，提高核心
竞争力。

三一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将落户永州� � � �全球30多个国家近百名官员和
商人将赴湘参加“轨博会”———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向佳明） 碧桂园集团今天宣布
在湖南实现签约销售额200亿元， 刷新
单个企业市场销售新纪录。

随着吉首项目昨天落地，碧桂园在
湖南14市州实现全覆盖。 两年内有望在
湖南所有区县都有项目，触角还会延伸
到部分乡镇。 其在湖南签约客户超过
60000户，算上商铺业主，数量已突破20
万人。

“好房子一套就够了，我们基本上都
是刚需客户。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兼湖南区域总
裁黎晓林说，房地产业要以实际行动为党
的十九大献礼。 在湖南，除了税收、引领市
州产业升级、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等贡献
以外，他们计划让一流的产城融合项目在
湖南落地。 以产业提升土地价值，再进行
房地产开发，实现产业、城市、金融和资源
的全面融合。

碧桂园在湖南实现签约销售额2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