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5月30日 星期三
经济 06

!"#$%&'()*+,-./0%1
2345678(94:;<= !" >?@A
BC%DEFG(H$IJKLMNO?

,-P #$%%QRST=UV*WX(
ST*YZ[\] "&#$'()*(+ ( *YZ^
] ,&-'()*(+ (\_`abWX(c)*+,
-defeg./0%hS? ijklm%/
0no(pc,-qrsXtu%vFnw?

!"#$% &'#()
/0(xxcyz%{|}? ,-~�

�)*+,-(efeg./0(�`���
�l�/0��( ��~���%�{�
�?

��)*+,-./0(c�����z
��%�����5�%�� ¡?�¢�
£¤¥¦§¨©��(,-~ªD�z%�
�(«¬%c/0?,-+®V%:¯d+
°±%�/dp+²³´%µ¶(·c¸�
¹+j%/0º»(¼½�/%¾¿�12
ÀÁÂ�ÃÄ´?

Å12Æ�zÇf%ÈÉJ�(,-~
�`ÊÃËÌW(��JK)*+,-.~�
ÊÍ/0(ÎÏ/0C´(Ð^ÑÒÓ�z
Ô%�zÕ�/0Õ(Ö×ØÙ�Ú�Ûu

ÜÝ��ÞuÜÝßà(Íáwâ�ãzy
z%äå³æ(Íçè¼á�z:é%tu
êë(�,-�ztuìíÒîÓ´ïð?

ñ�òdaóôõJ¨lö÷�âøù
ú12��Òîûü���(��]ýþÿ
!"?#$�J%%/0d&J%%�/(«
'À()ýU12%*+(�ztu,wp
5-.?

ÎÓ�zÔ%{�d�/0(,-1Ê
2Õ3wÑ4K56?j789:Àä�K
ãzÃ�Ê2?D;<=>?%@Aáwâ
ûB>CDÊ2(�Þáwâ��Ú�Û%
uÜÝÆ�Þ+EF%uÜÝ(GHI%�
/öJ(ãKLMÊ2%NO?ÎÏ5õC(
,-~çè�`ÊÃËÌW³æ(PøQR
SóTUVW;Ê2���XYóB4("
ZpP%ãz[b�01Ê2���/Ò
îÓ\]^?

*+,'-. /0123'
)*+,-.ÊÍ/0%��(^jõ7

_,-:¯%`]?aïãbSc�/d¢

)*+,-.eZfg¨©(�`lhi(j
h]õkKlmnolpm?!+½qDr
ãÝ%yz(ÎsBtu%�v056wx
�zÔ(Ã�JKgyF/(zK{ï|}
Í%~Í%Â.({�JKN�d���d�
���(no��t�B>K��d´��
M��/(c�c�Õ�/³4��i{�
%�/(jh]õkK !" mÂ0?

�_ab�z%�A��(�����
yzÎuÜ÷�%��wÍÖ×f�J%?
Î�j%Ë���nC(� . �%(+ ." �
byzö�K,-iz���? ,-%é
¡¢£¤z¥( ¦QH§¨�©ª¨Ë«
.""" ¬iµ? WE_1�+ / >µ¨�
®~¯?Þ°Å±9�i²%(.""" ½b³
´qKµ¶·¸dµ¶¹µ%º»?

zK¼×�®~¯.(�+jZ���
¹½U~¯z? ,-~Iá¾÷¿Àç
Á( Î¿ÀÂj��ÃtuiÄÅtuÆ
Ç(ÈjãÝÉ5ÊSË5Ê9? !ÌbÍ
SbÎ9%¾÷¿ÀÂ(9çèºÒK¨b
&¤D%yz(´qKÏ¿ÀÂÐÑpµ%

óiÒ©? iµ°�Ó�ÔÕÖU×Ø(Ù
Ú@0Û( ÜÝp%×Þ( ßàáâ1�
!""" ã? ä���Ú�ÛuÜÝåuD�
.""" 7ã%WX(��æöiç(Þ°D
CDèÒöKÔéêy?

45,'67 89:;<=
ª��z%tuÎ,-+_Ãvë%

Eú(��%(,-~Üìíî~%ÝD(ï
�cÃ�ðñòóôbrjõö÷øùÚ(
í�úûæ�ü(!"/0 �í�_` $"" >(
i)*+,-./0%ýþJÿ(!ìí�/
"0KeZW#()$,-%ò( /V*&
'(()*+é.>C,-f+(¸Ï.�|
}Åzµ/_` /" >µ( +ä0D¼×
c�Ú�ÛuÜÝ?

"Z(,-��KD¼×5æ123%
Ã4�ò�?  567Ý.8*¥(´Ðj
9 # [³Ê:(;Æl½<(°±%�vÃ
=�F>%?@dAw=dHîÆB�¤C(
!"/0 �ØºK� /! >Ý.3�D±E(F
��GH(IKìítu%J-?,-~K

ÒDL��)V*ã�/ 1 cMMN 1 O
�òó 1 PQ%R.�zÔ?

�,-iç(S�tuFãK+_O�
O%æT? !"/- �( ,-~�ã<U,á
w(��K #" �½ã<U,�/ó?�`W
¨�%V1�W�(>CKÓaSD�óÒ
ã<%XY~?

}C%( ,-ZÎÓ~� /"" ½ó(D
½cÖiz/��Þ[\/C9(WD]B
^_`ÈjãÝaPj9 !#%b."%%\
ÍcD½cã�/0î(delöfg%�
,-%V*ã�/¾x.÷? D³´(,-
%9h^_ýUi���0%Oj()*+
,-.%/01ÒDLqklmD³´(.÷
no,-V*ã�/%[\E(^_(IU
ih+é%pM+qN/(fe��[\E
%rëàsë?

jtH>u(·$]vw?ÂtuC]v
w(ÂGHxyCzW(Â)*+,-.Cº
»(,-~{rKÓ�zÔsXtu|}?
!!"#$%&'()*!&+,-.&/"

"012 0!3"

!"#$%&'()*+,-./012345
>?6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
千金。 ”

5月27日，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的后山溪杨梅基地， 鲜红的杨梅
已挂满枝头。近百家电商平台、连锁
商超等采购商、 渠道商从全国各地
赶来，纷纷“抢占”各大杨梅山头，掀
起了一轮预购热。

“靖州杨梅年产量可达6万吨，去
年销售杨梅2.84万吨， 还有大部分杨
梅都自然掉落了。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杨梅促销办主任戈孝清介绍，今
年靖州杨梅预计6月初全面上市，目
前已开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预购。

当地梅农们期盼着，通过线上+
线下合力，今年杨梅丰产更丰收。

突破冷链瓶颈
杨梅搭上“电商快车”
“糖分挺足的。”27日，中国惠农

网的几个小伙子， 在一棵乌梅树下
试尝杨梅后，取景拍照。通过他们挑
选后的杨梅品种， 将通过“惠农优
选”平台进行线上销售。

另一处， 来自海南的淘宝卖家
“水果欧蜜”用手机进行杨梅采摘现
场直播。“各位亲，看这颗杨梅有矿
泉水瓶盖大。 ”

160多亩的后山溪杨梅基地被
近百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占

领”。这让该基地的种梅大户吴长春
乐得合不拢嘴。“去年我们卖了180
吨，希望今年能卖出更多。 ”

自2016年起， 当地政府与中国
惠农网合作， 建立靖州杨梅网上销
售平台， 吸引当地49家杨梅专业合
作社和销售企业入驻平台。搭乘“电
商快车”的靖州杨梅，在国内叫响了
品牌知名度。

中国惠农网董事长姜仕介绍，
靖州有8.6万亩杨梅， 年产鲜果6万
吨，可杨梅销季仅约1个月，要在短
时间内将杨梅推向全国市场， 需要
产业链各环节通畅。

长期以来， 冷链物流一直是困
扰农产品生鲜电商的一大瓶颈。 过
去在靖州， 只有顺丰速运能够冷链
承运少量散户的杨梅。

随着靖州杨梅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今年吸引了京东、跨越速运等
多家物流企业主动上门为农户服
务，并且均提供冷链物流车运输。

“长沙的客户下午在网上下单，
我们当天晚上就可送至客户家中。”
跨越速运高级经理李昭君说， 企业
今年投资200万元用于靖州杨梅冷
链运输项目， 就是看中了靖州杨梅
市场的潜力。

冷链运输一家独大被打破后，
激活了梅农们的市场意识。今年，他
们主动寻找省内外杨梅销售平台，
与省内外较大的销售平台实体签订

了产销合同。 截至5月底，已通过网
络预售30万件约600吨靖州杨梅。

目前， 靖州全县共有梅农4.36
万人。 2017年， 累计销售杨梅收入
6.785亿元。

呼吁标准化产销
盼望丰产更丰收

商家们“抢占”完杨梅山头，最
终还得回到面对面的谈判桌。

“您的杨梅以什么标准区分等
级？ 定价标准是什么？ ”在27日举行
的靖州杨梅产销对接会上， 采购商
们纷纷发问。

众多梅农却难以应对。“我不知
道什么含糖量， 我只知道我的杨梅
口感很好。 ”一位梅农回答。

“标准化程度不高———这正是靖
州杨梅当前亟须破解的新课题。 ”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杨梅促销办主任
戈孝清坦言， 通过近年来大力推广，
靖州杨梅已有了较好的认知度和产
销量，但目前尚未建立标准化种植体
系，因而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

如，一株杨梅树，可能仅三成是
精选杨梅，可用于网上销售；还有部
分可用于梅酒等深加工产品，而将近
一半的杨梅基本都掉落地上烂掉了。

“建议政府加强引导，建立靖州
杨梅电商的标准化体系， 从而形成
更大效益的品牌力， 满足消费者的
更高需求。 ”湖南农为本电商总经理

聂建平透露，
在洽谈时发现， 梅农们对杨梅的品
控、分级、售后等都没有形成统一标
准， 这容易给采购商带来信息不对
称和成本增加等不利影响， 从而整
体影响靖州杨梅品牌形象和销售。

如，杨梅品种中，东魁的果径、
甜度不一样，其价格也有高低。如何
界定标准？ 靖州梅农各家有各家自
己的标准，尚未达成统一。

其实， 标准化程度低并非靖州
杨梅孤例。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
涛对此认为， 当前我国农产品标准
化正处于成长阶段， 随着消费者对
农产品、 尤其是生鲜水果的安全和
品质需求提升， 未来的农产品质量
要优化升级， 就必须要在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上做足功夫。

今年3月底，工信部、农业农村
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产
品电商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要求建立农产品电商标准
体系、加强农产品电商标准修订、推
动农产品电商标准的实施推广。

靖州当地政府和电商企业呼
吁， 我省从省级层面加大对靖州杨
梅的政策和技术支持， 推动农产品
标准化体系建立， 通过新技术开发
更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杨梅新产
品。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钟默）记者从长沙市
3D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
下简称3D打印联盟）了解到，我省
首个3D打印教育培训及技术推广
中心已于日前成立。

3D打印联盟向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授牌“3D打印教学培训及
推广中心”， 中心作为高科技素质
储备人才基地，为培养3D打印各行
业的人才提供了保证。

3D打印技术是我省重点打
造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

为加速3D打印技术推广和产业化
进程，2014年，华曙高科、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机械工程学
会、 湖南省机械研究所和湖南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等5家单位联合
成立了3D打印联盟。

联盟相继成立了3D打印技术
的服务、应用、教学、科普和交流5
个平台，促成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
3D打印产业聚集园区基地建设，湖
南省3D打印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
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作为我省3D打印领航企业，华

曙高科不断探索如何将3D打印技
术真正应用于教育和市场， 其工业
级3D打印金属、尼龙设备成为科研
教育机构的首选。 在华曙高科的推
动下，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了先进制造技术项目组， 同时还面
向湖南中小型企业建设了“3D云打
印平台”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的
运作， 每年至少有100家从事3D打
印相关业务的企业，加盟到3D云打
印电子商务平台， 从而实现学院与
从事3D打印及逆向工程的企业、科
研院所、服务机构的信息畅通。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周志江 严立）5月25日晚，一艘船舶在
湘江株洲段遇险，湖南交水建集团航务工程
公司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航道疏浚项目
部紧急出动，成功救助搁浅船舶“湘耒阳机
0562”，化解了一起重大水上交通安全险情。

5月25日晚9时30分左右， 湘江二级
航道二期工程株洲安保联动群出现一则
船舶遇险的求救信息。

险情就是命令， 湖南交水建集团航
务工程公司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 救援小组第一时间与海事、船闸及出
险船舶取得联系， 派出起锚船携带救援
器材前往事故水域了解遇险船舶及周边
环境等情况，组织各施工船组人员、设备
紧急出动，直奔遇险水域。

到达遇险船舶后，救援人员立即给遇
险船舶船员送上救生衣、 救生圈等救生
设备，安抚遇险船员情绪。

由于遇险区域偏离航道， 水深条件限
制，加之夜间视线较差，致使大型船舶无法
正常参与救援。救援人员当机立断采取人工
卸载的方式进行救援。经过参与救援人员不
懈努力， 遇险船舶于23时10分成功脱险，移
出遇险水域，回到正常航道，避免了因船舶
搁浅导致次生事故的发生。

常年在湘江上作业的湖南交水建集团
航务工程公司工作人员提醒， 由于晚间光
线受限，事故船疏于瞭望偏离航道而搁浅，
出现船体倾斜、部分甲板上水等危急情况。
过往船只要时刻关注水情水位变化， 保留
充足的富余水深，严格按通航登记、通航信
号适载通行。

� � � � 6月初，6万吨靖州杨梅将全面上市———

杨梅还在枝头
商家已占山头

一货船湘江株洲段
遇险获救

交水建集团紧急救援，化解
一起重大水上交通安全险情

首个3D打印培训及技术推广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胡宁 彭婷)昭山城市海景水
上乐园欢乐开园，数十项游乐项目让
游客嗨翻；途居昭山露营地进驻房车
100余辆，一种新的自然体验即将揭
开神秘面纱；北大未名(昭山)生物医
学创新示范园开工建设，将建成“医、
药、养、健、游”五位一体的健康产业
基地……初夏时节，湘潭市昭山示范
区生机勃发，项目建设风生水起。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昭
山示范区将实施健康、文化、旅游项
目24个， 年计划完成投资80亿元，
其中重点项目12个。为使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该区出台了“2018年重
点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及目标任务
分解表”等，对重点项目实行“区领
导联点、责任单位负责、一抓到底”
的工作机制， 以及“月讲评、 季考
核、年总结”的考核机制，促使全区

上下形成积极主动为项目服务的
良好氛围。

项目从哪来？ 主要靠招商引资。
昭山示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实行精
准招商， 强化项目储备。 今年4月以
来，潇湘电影集团、京东集团、泰康保
险集团等大批优秀企业前来考察，洽
谈合作。目前，该区正筹备参加2018
年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湖
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深
度对接多个项目。

围绕项目建设这条主线，“绿心”
昭山正以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建设湖
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区为抓手，实施文
化、旅游、健康产业多轮驱动战略，项
目建设来势喜人。今年1至4月，该区
完成市级重点项目投资24.375亿元，
同比增长26.62%。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向延平）株洲市政府近日
发布消息，继1至4月开工108个重点
项目后，5至6月， 该市计划开工73个
项目，总投资539.6亿元，其中产业项
目30个，总投资240.2亿元。

自2013年以来， 株洲市连年开
展“项目攻坚年”活动。去年，全市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1185.5亿元，在省重
点建设项目目标责任考核中取得历
史最好成绩。

今年，株洲市将有跨坐式单轨车
辆、航空动力产业园、年产30万吨锌
合金生产基地、第四代建筑研发示范
基地等一大批产业项目开工建设。今
年初， 该市公布其建设目标定为

“55113”，即全面对接省“5个100”计
划，开展5大行动，实施1000个以上
产业项目， 完成产业投资超过1000
亿元， 带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迈上
3000亿元新台阶。为此，该市大力开
展重大产业项目攻坚、重大科技创新
攻坚、重大产品创新攻坚，引进“500
强”企业攻坚、引进科技创新人才攻
坚等5大攻坚行动， 全力以赴抓项目
兴产业。

株洲市重点项目办负责人介绍，
今年“产业项目建设年” 突出产业发
展，全市计划安排项目1254个。其中产
业项目1008个， 分为重点实施项目
533个、引进落地项目475个，重点实施
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书东 何顺

5月28日， 祁阳县经济开发区湖
南传佳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派繁忙景象。 该公司经理王叶波说：
“来这里投资发展， 是祁阳人的真诚
打动了我们，祁阳相关人员先后15次
登门呢！”

原总部在深圳市的传佳音科技有
限公司拥有数百项手机专利， 以前，公
司有技术、有订单，但没有生产工厂，全
部委托第三方生产、出口。

2016年，祁阳县有关领导得知该
公司正谋划转型发展，计划在内地选
址建厂的消息，立即找上门去。没想
到， 已经有好几个地级市“捷足先
登”。 该公司高层也没有考虑向县一
级投资。

“但我们并没有气馁，我们得知传
佳音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办厂的经验，
便征求专家意见，连续几个通宵，重新
拿出招商方案， 方案中提出不少办厂
的合理化建议。”祁阳县经济开发区招
商合作局负责人赵艳云对记者说。

几天后，祁阳县招商小分队带着
新的招商方案登门，与众不同的招商
方案引起传佳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会的重视。公司高层主动与招商小分
队面谈。

接下来， 祁阳县招商小分队一次
次来到传佳音科技有限公司磋商细
节。该公司副总经理赵锐说，我们再小
的要求，他们都全力落实。

与此同时，祁阳县积极做好该公
司办厂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开发区内
留出了最好的土地，并完善了水、电、
路等基础设备。

2017年2月，传佳音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会带领专家来到祁阳考察时，
被祁阳县细致、 务实的工作所打动，
双方成功签约。

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 祁阳县实
行“干部驻厂，全域服务”，派专人驻厂
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 解难题、 办实
事。去年6月的一天晚上11时，值班保
安发现项目建设基地一处下水道堵
塞，影响到第二天设备安装，而这时，
已经找不到维修下水道的民工。 驻厂
的两名干部闻讯后， 带着单位的同事
赶来，大家通宵达旦疏通了下水道。

2017年7月， 湖南传佳音科技有
限公司顺利投厂。目前，该公司每月
可出口功能手机40万台。近日，在该
公司的带动下， 又有生产数据线、塑
胶等3家企业“落户”开发区。

昭山示范区：
多轮驱动推动项目建设

株洲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
今年计划安排项目1254个，其中产业项目1008个

15次登门打动“芳心”� � � � 5月29日，长沙市
芙蓉北路伍家岭北，电
动汽车使用充电桩充
电。 目前，长沙的新能
源汽车数量已超过5万
辆，但充电设备建设滞
后。 近日，长沙市印发
了《长沙市充电基础设
施“蓝天保卫战”专项
实施方案》， 推进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
长沙将新增公共充电
基础设施3000个。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长沙年内新增公共充电基础设施30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