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湖
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将于11月
14日至16日在长沙举行， 此次峰会是我省深
入推进“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实施
“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行动的具体举措，
将推动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与世界500强企
业的对接合作，实现集聚集群发展。省政府新
闻办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省商务厅副厅
长罗双锋发布了峰会有关情况。

罗双锋介绍，峰会将聚焦“创新、绿色、开
放、合作”主题，开展高层会见、湖南新能源汽

车产业投资环境推介会、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与发展论坛、考察对接等活动。

据了解，目前已有147家与汽车产业相关
的整车制造或零部件企业确定参会， 分别来
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11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三菱重工、大陆汽车、曼胡默
尔、 施耐德、BPI等20家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军
企业的高管将出席峰会。 省内18家汽车整车
生产企业以及46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全
程参会，与境内外客商充分对接。峰会还设置
了新能源汽车展示区， 比亚迪、 中车时代电

动、众泰汽车、广汽三菱、长丰集团、北汽株
洲、吉利汽车、中联环卫、梅花汽车等国内外
知名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将参展。

峰会将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 开展差别
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将发布101个汽车产业
及零部件招商项目，总投资达3300多亿元。招
商项目已通过普华永道、日中贸易振兴机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中国德国商会等平台
提前推送给国内外目标客商， 以便更有针对
性地进行对接洽谈。峰会期间，将有约16个项
目集中签约。

范子军

“11月11日”，原本是一年中极为平常
的一天 ，甚至于还曾被谑称是 “光棍节 ”，
被赋予了些许不堪的含意，带给单身族淡
淡的忧伤 。基于 “让消费者每年好好玩一
次”的想法，“双11”节的概念自2009年首
度提出， 便迅速得到网络和社会的追捧，
这个“人造节日”便一年比一年红火，消费
者及各方“过节”的热情一年比一年浓，影
响力更不断向海外市场渗透，逐渐变成一
年一度的全球商业狂欢。

择11月11日作为网购节， 或许是不甘
11月无节的寂寞， 也或许它是容易记住的
日子，但不管出于何种因素的考量，“双11”
的成功，显示出中国人非同凡响的想象力、
创新力：从网络海淘到移动电商，“双11”一
路高歌猛进， 我们享受到电商繁荣发展带
来的红利， 而且见证了互联网一众电商企
业拓展市场的智慧， 更从年复一年不断改
善的消费体验感受到创新的力量。

短短几年的磨合 、博弈 、调整 、优化 ，
电子商务已渗透到各个消费领域 ，以 “互
联网+”为驱动，融合平台、品牌、投资者等

各种市场元素 ， 催生新零售业态渐具雏
形， 助推新时代市场体系不断走向成熟、
完善 ，尤其是全球经济新常态面前 ，更显
露出刺激消费 、 拉动经济增长的独特作
用 ， 因而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范
畴， 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形成越来越深刻、
长远、积极的影响。

“双11”越来越红火的背后，是近些年
来各个领域创新发展的缩影。创新上升到
国家战略高度 ， 成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
一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在全国各地高潮
迭起 ，经济社会焕发出蓬勃生机 ；创新驱
动助推产业转型 、经济升级 ，中国经济一
枝独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连年稳居
第一……中国智慧令世界瞩目，中华民族
矢志复兴的进取姿态更令人振奋。

致敬“双11”。这个发轫于中国的购物
节 ，迅速走向全球商业舞台的中央 ，其背
后是价值的认同 、文化的交融 ；致敬中国
式创新发展。因为“双11”在短短数年的时
间里， 不仅升级为全球化商业大协同，而
且成为与圣诞节一样的全球狂欢，这样的
奇迹，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崛起的
无比自信和磅礴力量。

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02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我
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初步形
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今天从湖南新
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1至9月，全省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
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6649辆， 同比增长
23%，约占同期全国产量的8.6%。

近年， 随着国内外知名整车企业来湘投
资，湖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在
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我省拥有长沙众泰、中
车时代电动、长沙比亚迪、江南汽车、中联重

科、梅花汽车、恒润高科、长丰集团、株洲北
汽、湘潭吉利等1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此
外，广汽三菱、广汽菲克两家企业已经于近期
通过了工信部的准入审查， 有望成为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

同时，我省拥有电机电控研发能力和电池
材料资源优势，有妙盛动力、桑顿新能源、长沙
科力远、湘潭银河、湖南金杯、中车时代电气、
莱特电机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企业，以
及湖南杉杉、丰源业翔晶科等一批电池材料企
业，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动力电

池和电池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新能源客
车、乘用车及专用车同步发展的格局。

绿色、 智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汽车产
业中的“朝阳产业”，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500万辆，新能源
汽车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将保持强劲增长。
据统计，2016年， 我省生产新能源汽车42464
辆， 约占同期全国产量的8.2%；2017年1至9
月， 全省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累计生产新能
源汽车36649辆，同比增加23%，约占同期全
国产量的8.6%。

三湘时评

致敬“双11”，致敬中国的创新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下周举行

搭建湖南与国内外500强企业
合作交流平台

前三季度我省生产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23%
约占同期全国产量的8.6%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陈新）今天上午，
第十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市长联席
会议在长沙召开。来自泛珠三角区域九个省
会城市市长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齐
聚长沙，围绕“开放互动，合作共赢”的主题
进行交流，共谋区域合作大计。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出席并致辞。

会上，泛珠九个省会城市市长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围绕“深化合作领域、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 共建泛
珠区域大市场、共建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
议题进行发言，审议通过了《深化泛珠三角
区域省会城市合作（长沙）倡议书》，进一步

深化了在高铁、口岸通关、旅游、生态文明、
产业等方面合作。

会议期间，各方经贸代表团还围绕“充
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多边经贸合作”进
行交流和洽谈。 与会嘉宾还考察了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级湘江新区。

本次会议旨在深化泛珠三角区域九个
省会城市以及与香港、澳门的交流合作，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落实《2017年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纪要》确
定的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省
会城市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2025年)》
的实施。

第十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
市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开幕
胡衡华出席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省政府2017年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综
合督查动员培训大会在长沙召开。根据部
署，省政府将派出7个督查组，从本月开始
对14个市州及有关县市区开展实地督查。

会议提出，此次督查重点是各地贯彻
落实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包括省
委、省政府重要文件情况，全面完成今年1
至10月经济社会主要量化指标情况，同时
重点督查脱贫攻坚行动、 生态环境治理、
企业转型升级、深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
建设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督查将采取预先明确与随机抽查、
明查与暗访、 发掘典型与查纠问题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据了解，在督查脱贫攻坚

行动中，涉及国务院巡查问题整改、贫困
县脱贫摘帽、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健康扶
贫等方面；在督查生态环境治理中，涉及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事项整改、 湘江保护
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洞庭湖水环境
治理“五大专项行动”、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等方面；在督查企业转型升级中，涉及
过剩产能退出、降低企业成本、创新科技
发展、制造强省建设等方面；在督查深化
重大改革中，涉及“放管服”改革、农业农
村改革、教育和医疗改革、生态环境治理
改革（全面推行河长制）、国有企业改革
等方面；在督查重大项目建设中，涉及产
业园区建设、重大项目建设、全域旅游基
地建设等方面。

省政府对市州启动综合督查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
天，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跨越200亿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该公司今年总
保费突破200亿元大关， 成为湖南省首家年
度保费规模过200亿元的省级保险机构。

据了解，在新“国十条”“省七条”政策
激励下，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主动作
为， 赢得了湖南市场5800多万客户的信
赖，风险保额达到3.9万亿元，给付各类保
险金271亿元。近年来,中国人寿以国寿险

资投入为主，积极撬动社会资金，上百亿
元资金落地湖南， 有力支持了湖南基础设
施建设， 服务社会发展的效益不断彰显，
展示了保险央企的社会担当。

“湖南国寿成为湖南首家保费突破
200亿元的保险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政策在湖南保险业开花结果的生动
体现。”省保监局局长朱正说，希望湖南国
寿在新的发展平台上，为把湖南建设成为
保险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湖南国寿保费突破200亿元
成为湖南首家跨越200亿元平台的省级保险机构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白培生

蓝天碧水，青砖黛瓦，红艳艳的“半条被子”
雕塑犹如一面鲜艳的旗帜，在沙洲村飘扬。

80岁高龄的村民朱中雄一早起床， 一番
洗漱、穿戴整齐后，赶往开幕式现场。作为“半
条被子”感人故事当事人徐解秀的后辈，朱中
雄激动地说，今天是沙洲村重要的日子。

广场上、公路旁、滁水河两岸……开幕式
还没开始，村里每个角落都沸腾了，全村村民
盛装迎接宾客。

革命后人来了，旅行客商来了，媒体记者来
了。在徐解秀故居，在红军长征过汝城专题陈列
室，他们重温“半条被子”的温暖，追忆革命先辈
的光辉事迹，惊叹沙洲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开富，原《经济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
撰写的《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

让沙洲村“半条被子”故事传遍祖国。今天，是
他第八次来到沙洲村。

“村子变化太大了，这变化不仅是村容村
貌，更是村民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追求
美好生活的精神变化。”罗开富心潮澎湃地告
诉记者，坚守“半条被子”的初心，才能走好新
长征路。

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朱和平一边
参观聆听，一边拍照记录。“汝城是红军长征重
要转折点，是先辈浴血奋战的地方，焕然一新
的沙洲让人倍感振奋。”他说，传承红色精神，
要讲好红色故事，舒适美丽的沙洲将会吸引更
多游客来此倾听，红色精神会代代相传。

开幕式上，红色旋律深情回响。青春洋溢
的汝城中学生担纲文艺演出的主角。 原创歌
舞、军旅小品、配乐朗诵，深情再现军民鱼水
情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红色旋律深情回响
———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现场见闻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孟姣燕 李
秉钧）“半条被子”，温暖中国。今天，2017中国
（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在“半条被子”故事地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开幕。中央、省、市
有关部门领导嘉宾、红色革命后代代表、旅行
社客商和当地干部群众等1000多人参加了开
幕式。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已连续举办
14届，是全国红色旅游的重要品牌，今年落户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洲村，旨在以节会
为载体，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红色精神，提升革命老区知名度，打造红色旅
游精品，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本届节会经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
由省委宣传部、 省财政厅、 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郴州市委、郴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湖
南省红色旅游的一次盛会。

开幕式上，“半条被子”大型雕像揭幕，并
启动了社会扶贫推送温暖平台。随后，以“半
条被子”为主题的实景文艺演出，精彩展现了
汝城的红色文化、红色历史和红色故事，再现

了军民鱼水情。
据介绍，汝城借力节会的举办，着力将沙

洲红色旅游景区打造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美丽
乡村示范村和红色旅游目的地， 全国知名爱
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通过红色旅游文化节，让更多人了解了
“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省旅发委副主任高
扬先表示，全省将加快红色旅游发展，擦亮红
色旅游品牌，发挥红色旅游革命传统教育、脱
贫攻坚和旅游外交等综合功能， 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添注强大精神动力。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白培生 孟
姣燕）今天下午，汝城县在2017中国（湖南）红
色旅游文化节在汝城举办之际,组织举行经贸
洽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共签约项目21
个，合同引进投资121.28亿元。

汝城县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 是湖南
通江达海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便捷的交通网络、 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优良的
生态环境，发展潜力巨大，吸引了慧峰集团、
湘惠集团、广州市汝城商会、南方电缆、湖南
帝亿生物科技等20多家知名企业和相关协会
100多位客商前来考察投资。当天签约的21个
项目涉及文化旅游、现代农业、新能源材料、
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 其中中国慧峰
集团的汝城特色小镇综合建设项目总投资30
亿元， 湘惠集团投资的热水国际温泉度假中
心项目总投资15亿元。

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汝城沙洲开幕

汝城举行经贸洽谈
引资120多亿元

秋林尽染 如诗如画
11月10日，桂东县东边山小水江山场，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东边山有生态公益林30余万亩，其中原始（次）生林10余万亩，每年的深秋至初冬

时节，森林中的乌桕、枫香、栎树、柿树、火炬、红栌、山楂等树的叶子、果子逐渐红了起来，在飒飒秋风中，翩翩翻转惹人喜爱，远远望去，一片片娇
艳艳的红叶、黄叶点缀在绿色的森林中美不胜收。 邓仁湘 摄

�荨荨（紧接1版）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
好生活的新征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
这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中国人民的梦想
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我们将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之锚。 我们将秉持正确义利
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
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宣布，明年11月，中方将在上海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将为各
方进行开辟中国市场的合作搭建新平台。

习近平强调，亚太的和平、稳定、繁荣
属于全体亚太人民，亚太的未来要靠亚太
人民携手创造。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
伙伴关系， 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纽带，是

确保亚太合作处在正确轨道上的重要保
障。让我们脚踏实地推进合作，扎扎实实采
取行动， 共同建设亚太更加美好的明天！
（演讲全文见8版）

丁薛祥、 刘鹤、 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
动。

发表演讲后， 习近平简短会见了专程
前来聆听演讲的秘鲁总统库琴斯基。

习近平指出，中秘友谊源远流长，发展
理念相通，合作潜力巨大。我同总统先生在
一年内实现互访，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
系发展规划了方向。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将
共识转化为现实， 推动双边关系和各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库琴斯基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
高度评价习近平刚刚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发表的精彩演讲， 表示秘方高
度重视秘中关系， 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能矿等各领域互利合作。

当天， 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同
代表们就中共十九大给亚太经济体带来的
新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交换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