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天，省
统计局发布了2000-2017年湖南研发经费
投入情况， 我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由19.3
亿元增加到568.53亿元，17年扩大了28.5
倍， 年均增长22%。2008年、2011年、2013
年、2015年、2017年分别突破100亿元、200
亿元、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每两年
迈上一个百亿台阶。

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为何能实现“一路
高歌”？飙升的数字背后，我们还有什么期
待？

4个“超八成”促成屡创新高
统计显示，湖南研发投入特征鲜明，呈

现出4个“超八成”的特点。
开辟新应用的研发投入占比超八成。

研发投入主要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
试验发展三大部分。其中，试验发展以开辟
新的应用为主， 可直接获得新材料、 新产
品、新工艺、新系统、新服务等。近年来，我
省试验发展投入增速快、比重大，由2009年
的124.2亿元扩大到2017年的493.61亿元，
年均增长18.8%，占全部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达86.8%。

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八成。从研发活
动执行主体看，2017年我省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503.09亿元， 与2000年时的13.25
亿元相比，年均增长23.9%，占比由68.8%
上升到88.5%； 从资金来源看，2017年全
省研发经费投入中企业资金488.21亿元，
与2000年时的11.56亿元相比， 有天壤之
别。

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比超八成。2017年

湖南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474.33亿元， 占全
部研发经费投入的83.4%。从行业看，投入经
费总量前三位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
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企业看，中联重
科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居全省第一，三一集
团、蓝思科技、晟通科技则分居第二、三、四
名。

一类地区的研发投入占比超八成。 我省
共7个一类地区，为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常德、郴州，研发经费投入总计486.48亿
元，占比达85.6%，其中，长沙、株洲、湘潭、岳
阳4市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省
所有二类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合计82.05亿元，
仅约为长沙一地研发经费投入的三分之一。

创新驱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19.3亿元到568.53亿元，不仅仅是数字

的增长。“数字” 驱动了我省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的提升和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全省26.7%的规模工业企业有研
发活动，这些企业创造了54.3%的主营业务收
入、56.2%的企业利润、89.4%的新产品销售收
入和91.3%的有效发明专利。省统计局进行了
企业创新调查， 超过八成受访企业家认为创
新活动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研发”必然促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从
而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到2017年末，我省高新
技术企业有3153个，年内净增941个；全年实
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8119.95亿元，占全省
GDP的24.0%， 比2010年提高了10.9个百分
点。

湖南高质量发展态势由此逐步显现，17
年间，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中低速磁浮
等标志性创新成果领跑世界，到2017年，全省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 比2012年提升3.7
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9146元/年人，
比2010年增加48345元/年人。

“四大难点”制约我省创新发展
过去17年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快速扩大，

是否表示湖南创新发展已走上“康庄大道”？
三一集团表示， 湖南研发经费投入“偏

科”严重，以工程机械行业为例，目前共性技
术研究缺位严重， 导致工程机械行业创新体
系结构存在缺失，影响行业发展。据统计，我
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自2009年以来， 年均增
长9.7%，比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增速低9.1个百
分点， 占比由2009年的5%下降到2017年的
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仅占0.4%。基
础研究投入少， 长远而言将令企业无法掌握
关键核心技术。

华菱钢管、蓝思科技、晟通科技等企业则
反映， 人才引进难， 顶尖人才或领军人才缺
乏， 致使前沿战略性研发不够， 技术储备不
足。这些企业普遍指出，我省留住人才的政策
和措施应更具体化，地区人才政策更待完善。

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不足。2017年我省
签订技术合同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仅占全
国的1.6%和1.5%，据省科技厅抽样调查，全省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率
只有10%至15%，低于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显
然，我省至少八成研发成果没有发挥作用。

此外，过去17年，我省政府投入的研发经
费资金占比由21.4%下降到12.4%， 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可见，“偏科”、人才缺少、科技成果产业
化程度低和政府财政支持不足， 成为制约我
省创新发展的“四大难点”。

研发投入，突破500亿元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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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刚开始是一个人剃头，如今带领一个
团队理发，老李不简单！ ”说起李景军，周边
总有群众竖起大拇指称赞。

今年50岁的李景军， 是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索溪峪街道文丰社区一名普通党员，在
武陵源城区开了一家中医推拿店，被人亲切
地称为“剃头医生”。 他16岁学理发，25岁学
推拿，30岁学针灸，自2009年起，坚持为社
区老人义务理发，9年时间义务理发9000多
人次。

8月23日，记者来到李景军的中医推拿
推拿店，翻开他的“理发专用笔记本”，上面
详细记录了每位老人的名字和理发日期。
“有了这个本子， 我就知道老人多久没理发
了。 ”李景军说。

作为一名针灸推拿师，为何干起理发的
活儿？ 面对记者疑问，李景军道出缘由。

在社区走访过程中，李景军发现空巢老
人多，其中高龄老人有80多人，很多人行动
不便，于是萌发为老人义务理发的念头。 社

区陈昌玉老人，今年已有104岁，李景军在
老人95岁时开始为他上门理发。“每个月都
会过来理一次发，比儿子还亲呢。”陈昌玉老
人的四女儿告诉记者。

慢慢地，他的先进事迹传开了。一传十、
十传百……喻家嘴、双星、金杜、双文等附近
社区（村）有人慕名而来请他上门理发。他来
者不拒，服务人群越来越多，从文丰扩大到
索溪峪街道8个边缘山村， 还包括当地养老
院、敬老院的所有老人。

“社区（村）多了，就得排好时间表。 ”今
年4月21日，周六，是李景军到文丰社区服
务的日子。 李景军先来到残疾人唐祚保的
家，招呼了一声：“唐伯，我来了！ ”只听得屋
里一个老人的声音：“快点，推我出去，军娃
来给我理发了。 ”

固定好轮椅， 李景军从箱里拿出剪刀、
推子、剃刀、梳子等，开始工作。 刚给唐祚保
理完发，来不及喝上一杯茶，李景军又大步
赶往邓克义老人家。

翻开李景军的笔记本，仅文丰社区就有
理发对象80人以上。 按一天理发20人计，全
部理一次发也得4天时间，何况有其他村呢!
� � � �来自东北的李兰，以前学过理发，如今
在武陵源一购物超市做韩语导购，因为针灸
理疗认识了李景军， 也主动加入义务理发
队。 在李景军带动下，他的义务理发队伍如
今发展到30多人。

今年4月， 李景军成立武陵源区李景军
义工服务队，义工队伍达到150人。 除了继
续为留守老人和残疾人义务理发外，还组织
义工人员开展助学、清理垃圾、文明劝导等
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心与奉献。

点评
� � �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这句话听起来简
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在我们身边，有一群平
凡的普通人，坚持做着一些平凡事。 李景军
和他的义工服务队就是这样一些人。也许你
看不见他们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但他们
的不平凡之处，恰恰在于在向善的路上默默
无言地坚持着做细小的善举，诠释着人性的
善良与美好，滋润着大家的心田，更为社会
增添了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当前， 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暑期休假渐近尾声， 他们或在家休息，
或外出旅游，或与友相聚，放松身心。

但要注意的是，身为公职人员，我们的
身心放松了，纪律和规矩可不能放松。

近段时间以来， 湖南各地纪检监察机关
一刻也没闲着，有的发出案例通报，有的作出
廉洁提醒，有的开展明查暗访，时刻叮嘱广大
党员干部：暑期休假，“糖衣炮弹”当小心。

接受“感情投资”教训深
假期到，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蠢蠢欲

动”，伺机“围猎”。 他们安排宴请、陪游、接
送、送礼品礼金等，对党员干部进行“感情
投资”，掷出“糖衣炮弹”，以求拉拢关系、谋
取私利。

连日来， 湖南多地通报多起党员干部
休假期间违纪典型案例，给人强烈警醒。

例如， 郴州市纪委通报的5起案例中，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原副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付国，就曾在2013年国
庆节假日期间， 带着家人与下属郴电国际
副董事长、临沧郴电（郴电国际控股的子公
司）董事长陈百红夫妇到海南三亚旅游，陈
百红安排人员将旅游所产生的费用5万余
元在临沧郴电报账。 且2人均有违规收受下
属或老板的红包礼金行为。 付国、陈百红均
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规
旅游费用和违规收受红包礼金予以收缴。

在怀化市纪委的案例通报中， 担任过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副县长、 县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的梁源路，曾在春节等节假日
收受公安干警、 社会人员等24人红包礼金
共计12.5万元。 今年8月1日，还存在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的梁源路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
公职处分，违纪款12.5万元予以收缴，其涉
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有的是与下属一道公款旅游，有的是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旅游活动安排， 有的
是借节假日之机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这些

‘围猎者’和党员领导干部之间有的是上下
级，有的是老乡，有的是熟人朋友。 但不管

是什么关系，找什么借口，看中的都是公权，
谋取的都是私利，败坏了党风政风，带坏了
社会风气，必须受到严肃处理。”一则纪委通
报说。

纪律时刻要牢记
“四类假期‘围猎’陷阱———觥筹交错，宴

请里面藏门道；车接车送，异地旅游助便利；
红包铺路，嘘寒问暖赢信任；试吃试用，赠送
样品拉关系；健身休闲，娱乐场所现勾兑。 ”

“四条举措———关键还得自身硬；便宜
莫占心安定；明确边界莫越线；纪律规矩记
心间。 ”

这是湘乡市纪委向广大党员干部推送
的休假防围猎“攻略”。“这是帮助党员干部
揭开人情面纱，躲避‘糖衣炮弹’的进攻，真
正做到放松身心、平安度假。”该市纪委有关
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休假高峰期间，各地纷纷通
过微信公众号、QQ群、微信群、手机短信等多
种平台重申纪律规定，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明底线、守纪律、知敬畏。

针对党员干部集中休假的情况， 安化县
纪委监委向全县1140余名党员干部发送“温
馨提示”短信，重申休假纪律“六个严禁”，提
醒广大党员干部在年休假期间严格遵守有关
纪律规定。在长沙县、嘉禾县、资兴市、北湖区
等地， 当地纪委监委联合相关单位就作风建
设开展监督检查， 特别是对窗口单位的上班
纪律、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廉洁履职等明查
暗访，释放出干部休假、纪律无休假的强烈信
号。 郴州市纪委则在要求大家休假期间严格
遵守“三个严禁”后，还不忘再次叮嘱：“在与
企业老板的同学、战友、老乡、朋友等交往过
程中，也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自行承担个
人费用，做到‘感情归感情、钱财要分清’，做
到‘休假不违纪、放松不放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没有休止
符。” 当前， 全省各级纪委监委保持正风肃
纪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不断巩固
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作为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休假期间更要牢记表里如
一、遵规守纪，时刻保持廉洁本色，争做自律
模范，共同营造一个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假期。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记
者今天从省纪委监委获悉， 湖南中医药大
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省中医药研究院院
长谭元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谭元生， 男， 汉族， 1962年7月出生，
湖南益阳人， 1982年8月参加工作， 1996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文化。 历任
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助理、 副
院长、 党委副书记、 院长； 2011年7月起
相继任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
党委副书记、 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2017
年8月起任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
长、 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李景军：义务理发9年

� � � � 8月18日，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敬
老院， 李景军为老人理发。 张念升 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 � � �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暑期休假渐近尾声。
“温馨提示”：干部休假，纪律无休假———

休假，当心“糖衣炮弹”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元生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勇担新使命 荧屏育新人
———湖南卫视“好时段播好节目”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杨沛璇

8月20日至8月23日，由湖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制作的14集大型系列纪录片《我的
青春在丝路·八月季》 连续在湖南卫视晚间
730黄金时段播出4集，分别讲述了工程师张
乐、中医谢伟斌、桥梁建设工作者潘洁、考古
者李默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青春实
践“中国梦”的故事。这是湖南卫视坚持“好
时段播好节目”的一大重磅举措。

令人振奋的是， 面对同时段众多热门
影视剧的激烈竞争，《我的青春在丝路·八
月季》“战绩”不俗，接连4天的关注度和市
占率保持在第一梯队， 年轻观众是节目最
大的收视人群。 节目在芒果TV同步播出
后，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样的青春
正能量，很燃”“厉害了，我国的年轻人”“这
是我见过的‘最美青春’，正因为有他们的
负重前行，才有如此的岁月静好”……这群
年轻人成为新时代的“青春”榜样。

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谁的青春不迷
茫？ 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们抒写了不一样的
答案》，称赞这部纪录片从文本形式到呈现
方式都做出了创新和尝试，以“青春”的特
质获得年轻观众的喜爱。该片总导演、制片
人傅卓说：“我们没有刻意拔高主人公的形
象， 而是用镜头真实记录下他们在奋斗打
拼时遭遇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正
是这些细节， 激发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
去感受、思考青春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台长
吕焕斌所说：“湖南台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指示精神，
就是要牢记使命，创新发展，建立新型主流
媒体， 做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者， 在倡导主流文化特
别是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彰显责任担
当。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
芒果人的‘通向未来之路’。”

责任不旁贷，做青年文化的
引领者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
确定的关键时期， 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在全国所有媒体中青少年观众
规模最大的湖南卫视，利用今年暑假假期，
以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成长为目标， 对播
放的节目及编排进行创新、调整，在黄金时
段大规模大批量地推出主旋律佳作， 此举
在全国省级卫视“首开先河”。

6月11日至7月26日， 全国首档关注青
少年健康成长、 心理释放表述的原创节目
《少年说》 被安排在湖南卫视晚间730黄金
时段播出。 这档节目首次将镜头转向课堂
之外，纪录展示多名中小学生的肺腑之言，
深入探寻新时代青年的内心世界， 以新颖
的形式呈现出中国当代校园的精神风貌。
节目播出后，获得《人民日报》4次点赞，新
华社、《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重要主流
媒体争相报道。

7月30日至8月9日，《第17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从后晚间调至湖南
卫视晚间730黄金时段播出，由周播改为日
播，扩大了观众覆盖面。来自世界百余个国

家的参赛选手奋力角逐本届的“汉语冠
军”，比赛现场青春激昂。同时，节目组创新
设置的“汉语大课堂”，让来自世界各国的
青年用同一种语言———汉语， 来交流分享
不同民族的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8月20日起，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
八月季》于每周一至周四，在湖南卫视晚间
730黄金时段播出。节目展现了一群中国年
轻人在“一带一路”国家奋斗打拼，用自己
的青春实践“中国梦”，让“丝路”上的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共享由中国先进技术和发展带
来的美好成果。节目播出后，《人民日报》等
逾百家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共青团中央、国
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等近百大V齐齐点赞，
“青春丝路”刷爆网络。

8月26日起，纪录片《我爱你，中国》第二
季于每周日在湖南卫视晚间730黄金时段播
出。在第二季“美丽中国守护者”篇中，讲述
的是一群不畏艰险、坚守在中国环保事业一
线， 为祖国的绿水青山倾情付出的人物故
事。节目紧扣时代脉搏，呼应国家需要，展示
了英雄式的普通人背后赤诚的家国情怀。

“今年，湖南卫视加大了对频道编排的
创新力度。首先，我们确立了暑假‘奋斗吧青
春’的主题编播模式；其次，针对高考季、毕
业季等特殊时间节点， 推出了加油视频、毕
业歌会等活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在‘好时
段播好节目’，引领主流，寓教于乐。”湖南卫
视频道总监丁诚透露，第四季度还将陆续推
出《声入人心》《快乐哆来咪》《亲爱的·客栈》
等一批温润心灵、凸显文化的佳作。

青春不迷茫，做励志创新的
开拓者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 这15个字标定了湖南广电的发展坐标，
我们的内容创新创作必须呼应新时代的召
唤，让芒果人的青春拥有不一样的韧度，实现
不平凡的价值。”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
记、副台长、总编辑张华立这样勉励湖南广电
的年轻编辑记者。

拍摄《我的青春在丝路》以“一带一路”沿

线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土耳其等14
个国家为背景地，拍摄场景横跨南北半球，总
导演傅卓说：“由于国情不同， 我们的外派团
队也是险象环生：去巴基斯坦的团队成了‘战
地记者’，‘享受’警察持枪护送和宵禁；暴力
冲突让远赴埃塞俄比亚拍摄的团队只能住在
首都，每天要往返200公里外的采访地；在尼
泊尔的团队几乎‘与世隔绝’，跟拍运送隧道
挖掘机，从晚上10点坚持到凌晨4点……我只
能反复叮嘱我的团队，发生紧急情况，安全第
一，我只要人平安回来！”

《我爱你，中国》第二季制片人王燕坦言：
“制作团队去过沙漠、海域，在荒漠深处生存过
16天，在南海海底深潜了数百米，仅凭钢缆吊
箱当空横渡黄河， 还在高原上与狼确认过眼
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放弃。”所有的
努力都很值得，这些勇敢、坚定的“芒果人”用
镜头记录下了最美好、最动人的故事。拍摄“榜
样”的他们，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榜样。

年轻的“芒果人”还善于用创新来解决
问题。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今年
是第17届举办。老品牌，如何实现创新突破？
总导演、制片人杨子扬说：“在今年的‘汉语
桥’决赛中，我们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汉语
大课堂’，打造趣味课堂，快乐汉语。每期课
堂还邀请3位‘中外出题官’，他们都是致力
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使或学者，不仅会为学
生讲述自己独特的‘中国故事’，还会给学生
带来别具一格的考题。另外，节目组增加了
外拍游学体验环节，将体验与现场课堂出题
相结合，通过真实生动的游学体验来展现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少年说》作为湖南卫视今年新推的一
档青春纪实原创节目，创意独特。节目组设
置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勇气台”，让孩子们
站在这个高台上，对着台下的同学、老师，
还有平日需要仰视的父母， 勇敢喊出内心
的话。 制片人孔晓一说：“我们就想借助这
个平台，给孩子‘一览众山小’的胆量，勇敢
说出自己的心声。同时让父母变成倾听者，
认真聆听一次孩子的心声。”

� � �《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剧组人员与考古者在洪都拉斯探寻玛雅遗址。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