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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黄姿 ）今天上午，随着长沙经开区管
委会与京东集团双方代表签署合同， 总投
资20亿元的京东无人车总部项目正式落户
长沙经开区。

去年12月6日，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与京东
集团签订了总投资100亿元的京东无人车智
能产业基地项目， 此次签约的京东无人车总
部项目是其中的首发板块。

总部项目预计3年内总投资20亿元，分两
步实施：一期租用科技新城部分物业建设“京
东军民融合（长沙）研究院”及“京东无人车
（长沙）产品开发中心”，以实现智能无人车研
发、 测试、 人员培训以及数据中心管理等职
能；二期计划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用于智
能机器人、 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载工具的生产
制造，引进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载
工具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

据京东集团副总裁、X事业部总裁肖军介
绍，落户长沙后，总部项目主要致力于物流机
器人、无人机、无人车的研发。

据悉，京东集团在无人配送技术领域一直
走在全球前列，目前，正力争将自身打造成为全
球首个实现无人车量产和商业化的企业。预计
未来5年内， 京东无人车总部项目将吸引不低
于1000名大学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
以及10个以上的专家团队落户长沙。

京东无人车总部项目落户长沙
总投资20亿元，5年内需求千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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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姚俊峰 记者 彭业忠）6月11日，记者走进泸
溪县的省级高新工业区的湖南众鑫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但见标准化厂房里，运
转着的流水生产线，很是安静，且没见几个
工人。看到记者的疑惑，该公司董事长张春
雨告诉记者：“我们的生产线在国内是一流
的，自动化程度很高。”

近年来，泸溪县大力实施“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的重大招商战略，仅今年初就
发布了21个重点招商项目， 成功签订合同6
个，引资27亿元。

泸溪县县长向恒林介绍，近年来，为优化
招商大环境，泸溪县推出了《泸溪县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并明确规定，对入园项目手续报批
实行全程代办、经营生产全方位服务、行政性
收费县内全免制；在具体工作中，采取网络、上
门等招商引资方式，积极参加省、州组织的“广
博会”“港洽周”等招商活动。

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湖南省最大、最先进，也是唯一一家出口钒
系列精深加工产品的企业， 企业年产值达6
亿元，其高品质钒氮合金生产技术属新材料
行业的尖端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推广及国家
禁止出口技术。与众鑫公司比邻的是湖南金
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细球形铝
粉、铝基合金等产品各项指标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最尖端的新型功能性金属粉体产

品半径只有50到100纳米，产品远销国外，为
我省重点出口创汇企业。

目前，该高新工业区以沅水为界，开发
区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老工业集聚区，主
要为锰、锌等有色金属加工产业；北区以铝
系列精深加工、 新金属材料加工产业为主。
两区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正完成从“矿石加
工”到“精密制造”到“高端制造”的蜕变。据
介绍，该高新工业区现有企业67家，有9家企
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有4家企业先后
在“新三板”挂牌上市，2016年实现工业总产
值53亿元。计划到2020年，该高新工业区将
建设成为总产值达200亿元的中南地区最大
的铝系列产品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邓晶琎）企
业入园项目手续报批全程代办；企业经营生
产全程有专人跟踪服务……如今，为企业提
供高效优质的“保姆式”服务，已成为湖南各
地招商引资的“标配”， 为更多企业来湘兴
业、扎根湖南吃了“定心丸”。

前4月， 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拥有
各类企业4.6万家，共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11.9%。

“江华贵德光电产业园从签约到正式开
园投产，只用了150天，地方政府贴心服务功
不可没。” 去年12月落户永州市江华瑶族自
治县的贵德集团董事长喻贵介绍，该项目从

立项到投产，各环节的行政审批手续，均由
当地高新区全程代办，企业只需一心一意搞
生产。

大力优化发展环境，江华已引进和培育
规模企业73家， 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
家，建成百亿园区。

自“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全
省各地掀起了大力营造抓项目兴产业、发展
实体经济的浓厚氛围。各地积极实施《对接
“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导则》，推行企业
化管理服务，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一
站式、全程式、跟踪式、保姆式”服务。

如，湘江新区创新实施“沟通面对面、服

务零距离”服务企业机制，把政务服务大厅
变为新区领导干部的“会客厅”，变“企业上
门找”为“政府开门迎”，打通服务企业“最后
一米”；郴州市苏仙区，新投资项目由专门代
办员全程代办各环节审批手续，为在建项目
提供水、电、路等配套设施建设；泸溪县对入
驻标准厂房企业， 实行前两年租金全免、第
三年租金减半，组建“经济110”办公室，及时
化解涉企矛盾纠纷……

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招商引资快速增
长，园区发展后劲十足。今年来，全省园区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浏阳市小河乡田心村， 小溪河畔的罗
汉松已经挺立了1900年， 去年还入选了
“湖南十大树王”，被尊为“罗汉松王”，是湖
南年纪最大的一株罗汉松。

最近，它获一小恙，身体欠安。6月7日，
林业专家专程来到小河乡，给罗汉松“问诊
开方”。

粗粗一看， 这株高大的罗汉松依旧枝
繁叶茂，然而，细看那一簇簇松针，葱翠里
却总有几片黄叶。抬头望去，枯萎的主干顶
部有些令人忧心， 而原先的树洞被黄泥与
桐油封住，像一个个结痂的伤疤。根部有一
个被截断树干的木墩，长满了真菌，那是罗
汉松从前的伙伴，一株大叶女贞。

早在2016年，罗汉松王便接受了一次
救治。当时，树的主干出现枝叶枯萎，整株
叶片泛黄，树枝和枝干多处腐朽。经查看，
发现这棵树多处树干有空洞， 雨水浸入后
难以排出，导致树体腐烂，主干枝叶枯萎。

小河乡林业站邀请技术人员对古树实
施救护，对树干进行消毒，用黄土、生石灰
与熟桐油混合物对较大树洞进行填充。

技术人员实施救助的同时，也给罗汉松
搭了一个小小的“凉棚”，帮助它度过酷暑天
气。

2017年，罗汉松王又重长得郁郁葱葱。
今年3月，大家看罗汉松已经恢

复了元气，便将凉棚拆除。
随着5月高温天的突然来临，负

责守护这棵树的小河乡林业站工作
人员王桂和， 发现罗汉松的主干又
出现了枯枝， 原本苍翠的叶片里也
出现了黄叶。大家慌了：是之前的救
助出了问题，还是生了新的病，会不
会传染到其他枝干上？ 这次人们不
敢贸然施救了， 于是向省林业厅求
救。

6月7日， 省森林植物园颜立红

研究员和省林科院何振研究员、 喻锦秀副
研究员等林业专家冒雨来到了小溪河畔的
罗汉公园。

林业专家仔细查看了罗汉松的生存环
境和生长态势， 了解到靠近小溪河一边的
根系因前年修河道而失去了两条大的侧
根；罗汉松树冠下，拆除水泥石板后裸露的
黄土则因游人众多导致泥土板结、 寸草不
生； 去年发出的新叶则可能因为刚刚撤去
的凉棚而难以适应突然到来的高温。

“整体来说这株罗汉松没有什么大碍，
建议改善根部环境， 进一步进行观察。”省
森林植物园颜立红研究员说。

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改善罗汉松的生
存环境， 将罗汉松下的水泥石板拆除范围扩
大，在树下种植吉祥草、麦冬等，禁止游人大
肆踩踏；同时可对枯枝进行修剪，采取“滴灌
输液”等方式帮助罗汉松度过夏日高温。

据了解，去年，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
厅举行了“寻找树王”活动，林业专家结合
全省古树名木资源详查，根据树龄、树体两
个定量指标，综合树形、保护价值、人文内
涵等，从樟树、枫香、银杏、桂花、柏木、闽
楠、罗汉松、马尾松、杉木、南方红豆杉等10
个树种中推选出了10株“湖南树王”。

毕竟年事已高，目前，这10株“树王”大
多都是“带病”生存，林业部门表示将逐一
进行调查、救治。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吴猛

【微档案】
曾庆云，出生于1972年，湖南攸县人，

中共党员。1992年从攸县师范毕业后，一直
在攸县鸾山中学工作， 先后任教英语、生
物、政治等科目，现为该校教务主任。曾获
得 “攸县优秀班主任”“攸县先进教师”“株
洲市文明公民”等荣誉称号，2017年被评为
“株洲市最美乡村教师”。

【故事】
“爸爸，你8日晚上会回来吧？”
“儿子，6日晚上我回来陪你。”
这是高考前夕一对父子的对话。
6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距离攸县县城

50多公里的鸾山中学时，这位父亲曾庆云
正在给初三的学生上政治课。下午，鸾山中
学“毕业杯”篮球赛开赛，曾庆云是教师队
的绝对主力。晚上，疲惫的他破例赶回县城
的家陪儿子。

“儿子中考我就没抽出时间陪他，这回
高考他其实想我陪。”曾庆云说，平时陪儿
子太少，但儿子的心思他都懂。

26年前，曾庆云回到母校鸾山中学任
教，就再也没挪窝。书教得好，又喜欢玩，还
带着孩子们一起玩，PK百米跑和篮球、一
起嗨歌、一起跳“鬼步舞”，渐渐被同事和学
生喊成了“男神”。“他当年在母校读书时创
造的铁饼纪录，至今还没人打破呢。”谭新
艳老师向记者报料。

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欣赏他的校长何
伟念叨着要欢送他到县城新办的一所中学
就任，正舍不得呢。但情形大变。“公示都出
来了，得分还蛮高。上周日，他却托我和县
教育局的领导说不去新学校了， 说山区学
校更需要老师。”何伟说起这事，欢喜中又
替曾庆云感到遗憾。

难得的进城好机会， 曾庆云就这么轻
易放弃了。聊起来，他笑了：“当初报名，只
是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其实，我铁心要
留在这山沟沟。给山沟沟的孩子们当老师，

孩子们感到幸福，我也感到幸福。”
当了22年班主任， 曾庆云有一项法宝

就是家访。 每学期走乡串户、 电话家访学
生，都要超过200人次。接手九年级177班
时， 曾庆云发现班上的女生小祯总是跑步
上下学，家访才找到“秘密”。原来，小祯4岁
时，父亲在矿上受伤，瘫痪卧床不起，母亲
离婚出走。 为了不落下学习和耽搁照顾父
亲，她每天跑步上下学。曾庆云多次到小祯
家家访，并写成文章送到攸县电视台“成长
ABC”栏目。此事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引来了好心人的帮助。卧病在床的小祯
父亲一谈到女儿就激动：“没有曾老师的帮
忙，我家孩子书都没得读了。”如今，小祯已
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

这几年，曾庆云当了学校教务主任，管
得更宽了。2017年，文涛、文锦这对双胞胎
兄弟考入攸县一中， 平时全家靠着亲戚接
济和母亲打工维持生计， 高中学费成了大
难题。曾庆云知道后，不断鼓励他们，并承
诺绝不会让他们因贫失学。 微信朋友圈成
了曾庆云的求助地， 攸县义工联以及社会
好心人士先后为他们提供善款8000多元，
解决了上学费用。 鸾山镇政府把孩子家定
为建档立卡扶贫户， 攸县一中为他们减免
了学杂费。

“曾庆云是在鸾山中学陷入最低谷的
时候担任教务主任的，想了很多办法，把教
学搞了上来。 这几年学校有上百名毕业生
考上了攸县一中， 省示范性中学上线率超
过20%，普高上线率超过74%。”说起这位
昔日的学生和多年的同事， 易小春老师感
慨不已。前几年，曾庆云一边工作，一边带
着瘫痪的母亲住校上班。 瘦小的妻子留在
县城的家里照顾儿子。同事称他家是“县城
娘带崽，学校崽带娘”。

高考前夕，攸县一中的10多位学生回
到母校鸾山中学看望老师， 还和学弟学妹
们聊开了。 爱笑的曾庆云笑得好开心：“有
一阵子， 社会上议论我们学校的好老师都
走了，我就是想争口气，告诉大家山沟沟里
有好老师。我们行！”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杨爽）按下操作键后，自动导航规划路径、
感应到麦穗自动收割、遇到田埂自动转弯、卸
粮筒自动“喷”出金灿灿的麦粒……由中联重
科研发生产的国内首台无人驾驶谷物收割
机， 近日在江苏兴化市国家粮食生产功能示
范区完成了其精彩首秀。

作业现场， 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行走速
度快、收割效率高、脱粒效果好，引得观者称

赞不已，称其为“收割神器”。
中联重科技术负责人介绍， 该无人驾驶

谷物收割机的割台、滚筒操控和作业速度，均
可自动调整，具有智能化程度高、操作简单、
工作模式多样灵活、行驶路径直、轨迹偏差小
等特点。 其诞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作业效
率，更引领未来智慧农业发展新方向。

中联重科积极践行“中国制造2025”战
略，在农机装备领域积极推进传感检测、自动

控制、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开发，以实现农
机产品自动化、智能化，引领我国农机行业迈
向高端。

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的首次作业演示，是
我国“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项目”示范演示
会的内容之一。该项目旨在推动汽车、兵器等领
域的先进技术，与农机、农业领域融合创新，最
终实现耕、种、管、收、储、运农业生产6大环节的
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胡奕）“我局现已成功收回了长沙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欠缴的1亿余
元土地出让金。”6月11日，开福区检察院民行科
科长贾忠军接到了来自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的
电话。时隔三年，这笔土地出让金在开福区检察
院积极督促监督之下终于收缴完毕。

2010年5月27日，市国土资源局与某公司
签订两宗总面积为333966平方米土地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规定：该
公司共应缴出让金1.34余亿元。

2014年9月11日，该公司申请修改土地利
用条件，加上土地调价因素，再除去已缴纳的
3400余万元， 还应在2015年1月12日之前补
缴土地出让金1亿余元。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
年10月28日、2015年12月2日两次向该公司发
函催缴欠款及违约金。 由于种种原因， 截至
2017年该公司仍一直未缴纳欠款。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后，出让金未能及时
收回，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长沙市检察院交
办该案线索后，开福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宋宽馀认为应尽快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督

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2017年12月28日，开
福区检察院依法对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职，采取有效措施追
缴该公司的土地出让金欠款。

“行政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把行政机关
送上被告席,而是希望能够更好地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履行职责。”在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书
之后，贾忠军一方面约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与其细致地说法释理， 指明履行合同欠款的
职责与拖欠余款的不良后果。 另一方面积极
督促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履职收缴国有土地出
让金，避免被起诉至人民法院造成不良后果。
在多方的协助和配合下，最终1亿元土地出让
金被成功收缴。

“保姆式”服务成招商引资“标配”
今年来全省园区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泸溪招商引资振工业雄风
今年成功签订合同6个，引资27亿元

湖南罗汉松王“生病”
林业专家“问诊开方”

曾庆云：

26年蹲山沟炼成“男神”

� � � � 6月6日，
攸县鸾山镇鸾
山中学， 曾庆
云 老 师 （左
二） 在给学生
讲解试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中联重科“收割神器”江苏首秀
为国内首台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

� � � � 6月2日，江苏省兴化市，中联重科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参与小麦开割作业。 通讯员 摄

一封检察建议收回1亿余元土地出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