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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夏润龙）“2018湖南—长三角经
贸合作洽谈周”专题活动———湖南科技
创新东南大学专场对接会，今天在南京
举行。省政府搭台，省科技厅牵线，对接
会上，湘苏两地的高校、企业成功签约6
个项目，参与签约单位共计14家。

签约项目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
校企结合”的特色。 如东南大学、湖南
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 湖南希
杰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校
友总会湖南分会， 共建东南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湖南中心； 东南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和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湘潭大学，签订了共建联合研

究中心合作协议。
东南大学与湖南科技创新有广泛

的合作基础， 优势专业与湖南科技创
新有较高的契合度。2017年11月，湖南
省人民政府与东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秉承“优势互补、平等互惠、
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起
了战略性合作关系。

湖南科技创新东南大学专场对接
会的举行， 加强了湖南与长三角经济
圈的科技合作， 将推动跨区域产学研
协同创新，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各
单位开展联合攻关， 有利于探索形成
优势互补、 相互支撑的高新技术梯度
产业和特色产业。

跨区域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湖南科技创新东南大学专场对接会举行，

14家单位签约6个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7月26日，借“2018湖南———长三
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契机，记者来到苏
宁总部，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
民告诉记者：“湖南一直是苏宁在中部
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未来，苏宁
还将在湘深度布局智慧零售、 物流等
业务。”

业务覆盖全省， 门店开
设要上千

2004年， 苏宁进驻湖南。14年发
展，苏宁在湖南完成了线上、线下的布
局，已然成为一家“湘味”十足的企业。

数据显示， 苏宁在湖南设立独立
公司28家， 累计投资规模超过100亿
元，吸纳就业人数超过8000人。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介
绍，苏宁在湖南的业务，已经实现全省
14个市州全覆盖，“苏宁金融进入湖南
市场仅2年，已为多家合作经销商提供
融资超15亿元。”

经营了14年的零售业务， 更是成
绩斐然： 苏宁在全省有门店196家；今
年年底， 门店数量将达350家；2020
年，门店数量将超过1000家。

门店数量持续增长， 销售额亦逐
年上升。

2017年， 苏宁在湖南市场全渠道
销售额近60亿，同比增长30%，线上增
长66%。

2018年上半年，全渠道销售额41
亿元，同比增长32%，线上增长89%。

将在智慧零售、 物流等
领域深度布局

2016年初， 苏宁与湖南省人民政
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到2020
年， 苏宁将累计在湖南投资400亿元，
深度布局智慧零售、物流、跨境电商等
领域。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介
绍，在消费升级的助推下，苏宁将在长
沙、株洲等中心城市，规划4个大型购
物中心和10个苏宁易购广场； 进一步
扩容物流中心的建设， 完善智慧供应
链体系；把面向城市社区的苏宁小店、
面向农村市场的零售云门店， 推广至
湖南全省。

苏宁在湖南持续加大投资的信心
从何而来？

孙为民表示， 随着中部崛起战
略深入推进， 湖南经济发展成果显
著。“凭借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
以及优越的交通枢纽优势， 湖南必
然会吸引一批优质产业业态落地生
根。”

深耕湖南，“湘味”十足
——苏宁入湘14年发展掠影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在刚刚结束的2018湖南-长三角
经贸合作洽谈周，湘潭聚焦“产业项目
建设年”主题，共签约项目30个，引资
总额达408.39亿元。

“洽谈周”期间，湘潭组织举办了3
场专场活动。通过前期精心准备，湘潭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精彩亮相，受到热
捧。 湘潭高新区签约项目8个，投资总
额120亿元。 湘潭经开区签约项目16
个，投资总额166.87亿元。 昭山示范区
签约项目4个，投资总额105亿元。

整体上看， 湘潭这次所签项目呈
现质量高、前景好、影响大等特点。 如
亿达中国将投资100亿元，在湘潭经开
区建设亿达高铁新城总部经济区，项
目达产后可年创产值500亿元。上海大
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在湘潭高新区
投资32亿元， 建设湘潭智能快递机器
人项目。 拾得大地幸福集团有限公司
将在昭山示范区投资建设北京电影学
院昭山文化产业园， 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影视文化产业综合体， 计划投
资总额达80亿元，可吸纳就业上万人。

湘潭大项目好项目受热捧
签约项目30个，引资408.39亿元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杨玉菡）7月25日下午，益
阳市开放强市建设暨重点产业项目推
介会在上海举行，现场签约项目20个，
合同引资98.2亿元。

推介会上， 益阳市重点推介了
数字经济产业园、 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 电子信息产业园、 光电产业
园、中医药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
等项目。签约的20个项目中，益阳·
置信智造谷、赫山区CP-OLB液晶显
示屏、安化县富硒农业产业园、南县
安派新能源汽车、 桃江县特色农业
产业基地及田园综合体、 桃江县年

加工100万罐竹笋清水罐头、沅江市
装配式建筑科技产业园等项目投资
均过5亿元。

据悉， 在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
合作洽谈周活动期间， 益阳市共洽谈
合作项目50多个， 达成合作意向及签
约项目40个，总投资达180亿元。在7
月24日下午举办的湖南省开放强省建
设暨优势产业链项目推介会上， 益阳
市两个重大产业投资项目签约， 总投
资36.6亿元。 在25日上午举办的湖南
省商贸流通载体建设推介会上， 益阳
市两个城市商贸综合体项目签约，总
投资25亿元。

益阳在沪签约项目20个
合同引资98.2亿元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刘江
帆 记者 李治）7月26日，长沙黄花综保
区管委会在杭州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招商发布活动，扮演起了“星探”，在
杭州寻找跨境电商“头号玩家”。

“此行主要希望杭州企业能与黄
花综保区合作， 共建中部跨境电商生
态链，期盼此次能招募、发掘、培育一
些跨境电商头号玩家。”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管委会负责人如数家珍般向杭
州企业介绍了长沙黄花综保区具备的
交通、口岸、物流、政策等几大优势。

黄花综合保税区位于长沙航空城
的核心区域，区域周边20公里范围内，
囊括了湖南省5大国家级园区和9大省
级园区，是长沙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也是湖南省产业基础最雄厚、 商务活
动最频繁区域。

黄花综保区杭州扮“星探”
寻找跨境电商“头号玩家”

� � � � 邵东县九龙岭镇，申旺（左二）和志愿者
慰问抗战老兵刘贵平（左三）。（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陈社文 杨磊

【百姓点题】
李应光：宁乡市玉潭镇市民
公安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同时承

担户籍、交警等业务的办理。现在到长沙公安服
务窗口办理业务，很多事项“最多跑一次”就能办
好，老百姓方便多了。

【改革攻坚】
2017年底的一天， 长沙市开福区发生一起

蒙面入室抢劫案。当天12时许，接到报警后，长沙
市公安局大侦查作战中心充分调动技侦、 网技、
视频追踪等多种资源， 迅速归集各类数据信息，
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当天下午5时左右，
嫌疑人在一家快餐店被民警抓获。

“这样的侦破速度，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7
月26日，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车丽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得益于长沙公安
2016年以来建立的新型警务模式， 将大数据运
用到破案、防控、治理、服务等多个方面，案件侦
破效率显著提升，老百姓办理业务更加便利。

大数据支撑案件快侦快破
2016年， 长沙市公安局组建大侦查作战中

心，将刑侦、经侦、禁毒、公交、食药环、网技、监管
等7个警种融入体系。 大侦查作战中心执行指挥
长唐朝阳介绍，该中心共整合8大类20多种资源
手段，打破了各警种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传统

侦查作战模式向“互联网+”大侦查作战转变。
改革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全省集打斗争

“冬春攻势”专项行动中，通过大侦查作战体系的
指挥调度和协同作战，该市刑侦部门以平均不到
3天摧毁1个犯罪团伙的速度，快侦快破打掉了云
南昭通籍、广西百色籍等25个跨区域系列性侵财
犯罪团伙。

以大数据引领改革， 长沙公安建立了市局
“六大中心”、县市区分局“三个中心”、派出所“一
室三队”为主轴的新型警务模式。相关警种实现
专业合成，运行效率迅速提升，呈现出立案下降、
破案上升的良好势头。目前长沙公安机关归集有
258类100亿余条数据， 这些海量数据为公安机
关打击、管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毒驾”是近些年交通管理的一个棘手问题，
其社会危害大，查处难度大。长沙市公安局设立大
联合交通管理中心后， 分析近几年的毒驾事故数
据，调取涉毒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信息，通过交通
卡口数据碰撞，实现对毒驾的精准高效查缉。今年
以来，精准查缉毒驾461起，同比上升380%。

“指尖”警务让群众少跑腿
“尾号‘16’，正好是我生日。”7月6日，宁乡

市民罗曼红买了新车，在宁乡市车驾管中心选到
了心仪的号牌。她开心地告诉记者，办理手续很
方便，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来到宁乡市为民服务中心的公安业务窗口，
宁乡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交警、治安等6个警
种30大项、110小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均可在

“一站式”窗口办理。宁乡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章晓波介绍，为民服务中心按照“窗口受理、后
台流转、限时办结”的要求运行，一改以往群众多
窗口、多部门跑的弊病，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方
便了办事群众。

目前长沙市实有人口超过1000万， 长沙市
公安局分析数据发现， 每月到公安机关办证、证
件加签、户口迁移的就有70多万人次。如何进一
步便民利民？长沙公安推进公安行政审批服务窗
口“一站式”、网上“指尖式”、线下“家门口”办理
措施落实。 落实了99项行政审批事项进驻长沙
市政务中心，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112项。5月
底，将群众办理较多的33项交警、入境服务事项
放至微信服务端，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公安机关办理政务服务
业务600.91万笔，其中网上办理、网上预约办理、
自助机办理393.71万笔，网上服务率为65.51%。

【改革心声】
唐向阳：长沙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近年来，长沙公安机关高举“大数据”旗帜，

推动破解了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从旁观者、跟
随者，变成了大数据时代重要参与者、引领者。我
们将继续推进“改革强警、大数据”两大战略，以
人民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 突出政治建警树立
“忠诚”标杆，突出改革强警树立“创新”标杆，突
出数据兴警树立“智慧”品牌，突出形象树警树立
“民生”品牌，推动公安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改革最前线

大数据，让人民分享“平安红利”

� � � � 以“大数据”思维引领，全领域深化改革，推动“业务流、信息
流、管理流”高度融合，长沙公安实现了让数据多流转、百姓少跑腿、
案件快侦破———

蒋剑平 陈程 曾晓风 罗曼

送上一袋米、一桶油、一件衬衣，拉着老人的
手一聊就是个把小时……7月26日中午，邵东县
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会长申旺和志愿者刘永财，
带上生活物资， 慰问住在县城的91岁抗战老兵
刘超。

2015年以来，申旺把抗战老兵当亲人，行程
约2万公里， 组织开展关爱抗战老兵活动90多
次，向他们赠送“致敬金”共计4.5万余元，并带动
230多人参与关爱老兵的爱心事业， 先后获评
“中国好人”“湖南好人”等。他说：“只要大家都献
出一点爱心，爱心之火就会越烧越旺，社会就会
变得和谐美好。”

“奉献的人生最幸福”
“我认为，奉献的人生最幸福。”面对记者采

访，申旺脱口而出。
申旺今年39岁， 是邵东县建设局工程质监

站工作人员。1998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在工作之
余，他爱上了做公益。

2015年9月，有着深厚军人情结的申旺带头
组织青年人，开展寻找和关爱抗战老兵活动。“当
年抗战老兵们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但他们大多
长期被忽视，一些人晚景凄凉。我们有责任和义
务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让他们不留遗憾。”他说。

当年12月， 申旺注册成立邵东县关爱老兵
志愿者协会，并担任第一届会长。从此，他成了

“大忙人”，寻找抗战老兵、策划关爱活动，每个周
末和平时休息时间都挤得满满的。 特别是端午
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申旺都是在老兵家里度
过。

协会运行、活动开展，样样要钱。尽管资金紧

张，但申旺没有开口向政府要过钱。他一边通过
网络平台四处“化缘”，一边发动身边亲友伸出援
手。他家里并不宽裕，他还每年自掏腰包2万余元
用于关爱老兵活动。

“申旺对抗战老兵很‘大方’，但对自己却很
‘小气’。”志愿者刘永财感慨地说。

为了省下钱来用于开展关爱老兵活动，申旺
平时很节俭，衣服挑便宜的买。采访当天，因为要
见记者，他特意穿上一身最好的衣服：一件有点
起皱的白衬衣，一条洗得泛白的长裤，一双旧运
动鞋。

“爱心是会‘传染’的”
邵东县仙槎桥镇李梅清老人是申旺和志愿

者2016年寻访到的一位抗战老兵， 当时老人已
92岁，有两大心愿：一是身份得到承认，二是和老
伴拍套婚纱照。

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申旺立刻行动，整理
材料，上报审核，一个星期后，老人的身份就得到
核实认可。随后，申旺又组织志愿者，为李梅清夫
妇拍了一套婚纱照。此后不到一个月，老人带着
心愿已了的满足离世了。

申旺一腔真诚为老兵、爱老兵，大到组织活
动、联系募捐，小到为老人洗脸喂饭、试衣试鞋，
他样样干。2016年冬季的一天，小雨加雪，天气
寒冷。申旺驱车前往黑田铺镇为一名抗战老兵送
烤火木炭，路面结冰轮胎打滑，车失控冲进路边
水田，幸好有惊无险。

“爱心是会‘传染’的。”申旺说。在他带动下，
邵东县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微信群由建会之初
50余人，如今增加到了237人。他们先后寻访到
邵东籍抗战老兵15人（现健在7人）、抗战老兵遗
孀2人。通过定期组织送生活物品、老兵相聚以及
采集老兵手印真迹等活动， 形成了行善向美的
“蝴蝶效应”。

申旺还注重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老兵
关爱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协会成立以来，已组织
青少年参加关爱老兵活动10余次。

■点评

辛勤操劳、送钱送物，申旺热心关爱抗战老
兵， 带动230多人加入其行列， 还组织青少年参
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申旺用行动证明，一个普通人，只要心中有
爱、乐于奉献，就有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机会；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申旺：爱心之火越烧越旺

7月24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菜农们忙着采摘蔬菜供应市场。该村种植无公害蔬菜500亩，
带动240户贫困农户加入合作社发展蔬菜种植，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滕珊珊 摄影报道

绿色蔬菜采摘忙

� � � � 湖南日报7月
27日讯（记者 刘永
涛 张颐佳 通讯员
刘 永 忠 吴 文 捷 ）

“我们一线环卫工
人获赠人身意外保
险，感到很暖心。 ”
长沙环卫工人杨俊
高兴地说。 27日，
“关爱全国环卫工
人大型公益行动”
捐赠仪式在长沙举
行， 新华人寿保险
公益基金会向长沙
10706名环卫工人
捐赠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合计捐赠保
额10.706亿元人民
币。

本次捐赠由新
华保险通过其发起设立的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实施， 为长沙市中心城
区环卫工人每人赠送10万元保额的
意外伤害保险。

今年， 新华保险计划为包括长沙
在内的全国40个大中城市的40万名
环卫工人， 捐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
障，总保额将超过400亿元。

“此项公益行动在长沙落地，希望
通过这份绵薄之力， 为长沙市环卫工
人群体构筑起风险保障的后盾， 让环
卫工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尊
重。”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负责人涂代
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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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