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王文）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
《关于加强农村建房管理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农村
建房必须先规划后建设， 控制建房
规模， 坚持一户一宅， 实行建新拆
旧，并引导村民集中居住，注重农房
风貌管控。

根据《意见》，农村建房须坚持
先规划后建设，不符合规划要求的，
不得批准建房。 引导村民在规划确
定的集中居住点选址建房， 避开地
质灾害易发地段和地下采空区。 严
禁在基本农田保护区、 生态资源保
护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历史文
化核心保护范围、 河道管理范围和
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建房。

《意见》规定，农村建房坚持一户一宅，
实行建新拆旧，并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政府
将推动绿色建材下乡， 推广应用节能门窗、
节水洁具、太阳能热水器、水性涂料等绿色
建材产品。 并在农村推进农村住宅产业化，
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农

村建房还要注重农房风貌管控，农房建设要
注重房屋色彩、 风貌与当地的景观环境、传
统文化相协调。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罗克文）日前，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
2019年最新版本发布，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以“世界最高人行桥”入选，成为年鉴当中为
数不多带有中国元素的纪录， 见证中国建设
和中国制造的力量。

吉尼斯世界纪录于1955年问世， 是世界最

权威的纪录认证机构， 收集各项经认证被冠以
“世界之最”的五花八门纪录。 在2019年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年鉴中，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在众多
“世界之最” 中独占两个版面， 被称为“最高的
桥”。

据悉，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自2016年建
成后即获得世界最长、世界最高、世界首座玻

璃作为主受力结构的大型桥梁等10项“世界
之最”，2017年斩获国内工程项目最高奖
项———“2016-2017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2018年获得代表着世界桥梁最高荣誉的国
际桥梁大会亚瑟·海顿奖。

自2016年9月开放以来， 张家界大峡谷玻
璃桥已成为张家界新的旅游地标。 2017年，张
家界大峡谷景区共接待购票游客382万人，实现
营业收入6.7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
间，共有11.8万人次登上该桥体验“云端漫步”。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要闻 03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董哲颖

从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
视台的前身） 实验播出算起， 中国电视今年
60岁了，而2000年落户长沙的中国金鹰电视
艺术节今年正好18岁。 60岁的中国电视不
老，而18岁的金鹰已成年，它将不忘推陈出
新，传播价值的初心，越飞越高。

60年， 那些刻在几代人记忆
里的电视剧

1958年6月15日，中国首部电视剧《一口
菜饼子》在北京电视台以演播室直播的方式
播出。 60年来，一部又一部优秀电视剧给人
们带来欢笑泪水， 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成
为不可磨灭的共同的美好记忆。

虽然中国电视剧诞生了60年，但由于电
视进入千家万户还是改革开放后， 因此，大
多数人的记忆还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首先是1983年来自香港的《射雕英雄
传》和1984年的《霍元甲》让人们有了武侠
梦，熟悉了港台明星。 接着1986年的《西游
记》和1987年的《红楼梦》，至今仍是经典。 人
们也许忘了1986年的《新星》里锐意改革的
县委书记李向南和1988年《便衣警察》的内
容，但当年有谁不会唱那首《少年壮志不言
愁》呢？ 而1986年的《乌龙山剿匪记》是湖南
人拍的，至今还有人记得剧里的“榜爷”“钻
山豹”和“四丫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真是电视剧的流
金岁月。《渴望》《围城》《外来妹》《编辑部的
故事》《新白娘子传奇》《北京人在纽约》《三
国演义》《水浒传》《和平年代》《宰相刘罗锅》
《情满珠江》《过把瘾》《雍正王朝》《将爱情进
行到底》《永不瞑目》……每一部都引起收视
狂潮和话题，众多演员从此成名。 而湖南人
拍的《还珠格格》首次进入台湾电视黄金时
间播出。

进入新世纪，有制作精良的多部军事题
材剧《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
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 让人们激情燃烧，

有《大宅门》《乔家大院》 探讨商业成功的秘
密，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收获笑声，而《潜伏》
等谍战剧持续火爆。 新世纪，还有《平凡的世
界》《白鹿原》等有厚重感的剧。 湖南拍的《恰
同学少年》则既是青春偶像剧，又是红色励志
剧。

多少个夜晚、周末、寒暑假，是这些电视
剧的陪伴，影响几代人，温暖了几代人。

18年， 金鹰从一个奖变成12
个节日

2000年10月19日至21日，第18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暨首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
长沙举行。从此，一个电视的奖项变成了一个
亿万观众参与的节日。

金鹰的首飞冲破乌云和雨幕飞上蓝天。
开幕式、巨星演唱会、狂欢夜、闭幕式、高层学
术研讨， 近10万现场观众和近2亿电视观众
参与， 吸引了来自海内外200多家大型传媒
的400名记者进行报道。

金鹰迅速成长， 第2届在五一广场设了
分会场，有了经典音乐会，首次举办金鹰论
坛聚焦“电视传媒的中国之路”， 美国、日本
等世界传媒集团专家举办讲座，成为中国电
视的信息港口及国外了解中国电视的窗口。
第3届增加了首届金鹰电视节目展示会，155
家国内外影视设备、 节目制作公司交流、洽
谈、交易。 第4届首次设立了“最佳电视节目
主持人奖”。 这一年， 金鹰节首次实现扭亏
为盈。

第5届金鹰节是至今与金鹰相伴17载的
张健最难忘的记忆。 她参与的金鹰论坛首次
落地， 和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共同发起“中国
金鹰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全球最大媒体娱
乐公司维亚康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
石东与多名国际著名风投公司精英、 国内著
名传媒公司CEO一起探讨中国传媒业的发
展。 她记得还发售了门票。

从2004年起， 金鹰节每隔两年举办。
2006年首次有“金鹰女神”亮相，首届影视剧
本交易暨高峰论坛大会开创国内剧本“超市

交易”形式先河。 2008年的金鹰节回首中国
电视50年历程，并融入大量奥运元素。 2010
年10岁的金鹰过了一个朴实的生日，闭幕式
暨颁奖文艺晚会创新采用3D电视直播。 2012
年的金鹰节新增了“主持人颁奖晚会”， 30
多名老中青名嘴同台竞技、妙语连珠。还新增
了金鹰明星“送欢乐、下基层”公益演出，向革
命英烈致敬； 增设了“最受欢迎的港台演员
奖”。

转眼就到了2014年第10届金鹰节，这一
届首增“互联盛典”，汇聚一批互联网精英，评
出了中国最热的十大热门APP， 弹幕上了直
播屏，看电视扫二维码赢大礼。 2016年的金
鹰节回归电视，不再评选主持人，只围绕电视
剧评奖。现场和十八洞村连线，首次举办中日
韩三国电视制作者论坛。

中国电视倏忽60载，今年第12届金鹰节
新增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奖项。6位演员代表
将讲述他们与电视的故事。

35年， 金鹰奖鼓励创作不负
新时代的电视精品

从1983年诞生，中国电视金鹰奖走过35
年，也是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35年。 中国电
视剧制片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全国
电视剧备案公示总量为1180部46520集。 18
岁的金鹰节， 历届亮相的都是当下人民群众
喜爱的作品。 但人们仍然在呼唤更多无愧时
代、不负人民的精品。

在历届金鹰节的回放里， 我们看到了青
涩的周迅、孙俐获奖的热泪，看到了多次获奖
的唐国强、陈道明、陈宝国、李保田、王姬等优
秀演员对初心的坚持。

中国电视60年了，就像第12届金鹰节开
幕式总导演张丹丹说，她也曾怀疑电视老了，
但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只要不断创新，让电视
变得生动、有趣、时尚、年轻，就不会老。

从2000年至2018年，金鹰已经在长沙高
飞了11次， 第12次的起飞就在10月12日晚。
金鹰高飞，视界灿烂。 我们期待18岁的金鹰
节越飞越高，越飞越精彩。

文化视点

花甲不老中国电视
年方十八金鹰高飞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今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全省美术、书法、
摄影精品展在株洲市神农大剧院开幕。 省
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宣布开幕。

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416件， 其中美术
作品433件、书法作品541件、摄影作品442件。
经过三轮评选，活动组委会评选出美术、书法、
摄影参展作品共480件。 其中，《巴陵秋正清》

等10件作品获评美术类“齐白石艺术奖”，《沁
园春·长沙》等10件作品获评书法类“齐白石
艺术奖”，《光明使者》组照等10件作品获评优
秀摄影作品奖。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创意新颖，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和时代特征。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9日，免
费向公众开放。

全省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开幕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申报与结
算、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入与转出、社会保障
卡申领……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
事项去哪办理？怎么办理？记者今天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从10月1日开始，包括以上公共服
务事项在内的73项高频人社公共服务事项，
均实现了网上办理， 这是该厅加强行风建设
优化发展环境工作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介绍，只要登录省人社厅官网的网上
经办服务大厅，进入网上办事栏目，就可以
根据提示办理73项公共服务事项的相关业
务。 这是该厅积极推动人社领域“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依托省政府“互联网+政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行政许可、行政给付

等公共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的具体呈现。
省人社厅还积极打造“智慧人社”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系列应用，群众通过手
机可缴纳养老保险费，查询参保缴费、社保
待遇、公务员考试等信息。目前，智慧人社手
机注册用户数达到600多万人，累计接受咨
询和办理人社业务达到500多万人次。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厅长、党
组书记胡奇表示，下一步，该厅将加强与省
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深
度对接融合，做到公共服务事项“应上尽上，
全程在线”，聚合形成“一张服务网”，实现一
网通办，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
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
73项人社公共服务事项可网上办理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王茜）今
天上午， 天仪研究院13名研发人员带着自
主研制的“长沙高新号”等4颗微小卫星前往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4颗卫星预计于本月
底发射。

这是天仪研究院今年的第二次发射任
务，也是继成功研制和发射“潇湘一号”“陈
家镛一号”“湘江新区号”和“全图通一号”
4颗小卫星后的第4次发射任务。

“长沙高新号”卫星由天仪研究院自主
研制， 为长沙高新区即将到来的30周年献
礼。这颗卫星将验证天仪研究院自主部署的
下一代卫星平台———“0805平台”，“0805”
意思是整星80W功率、50KG重量， 为后续
试验提供更大功率、承载更重的载荷、更精
确的姿态控制等。

另外3颗分别是天格计划首发验证卫
星、新遥感技术验证卫星以及激光通信新技
术验证卫星。天格计划首发验证卫星是由天
仪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以及陕
西省铜川市联合研制的天文探测卫星。这颗
卫星作为清华大学引力波电磁对应体探测
计划的第一颗验证星，将利用微小卫星进行
全宇宙伽马暴探测。 同时还搭载了新型的、
高灵敏度X射线偏振探测器，开展全新的天
文观测试验。 此外，此卫星还将验证星间通
信技术，并与陕西星邑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卫
星地面站进行天地链路试验。

天仪研究院CEO杨峰告诉记者，今年天
仪研究院已实现年产卫星10颗。 明年将达
到批量生产20至30颗的规模， 预计到2020
年，将实现年产100颗卫星。

天仪研究院4星“出征”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今天，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湖南文化创意产
品成果展在株洲优托邦神农太阳城开幕。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宣布开幕。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株洲
市委、市政府主办，以“创意湖南，美好生活”
为主题。 在3500平方米的主会场展示及活动
区域内， 约200家参展单位带来了超过2000

件文创新品、精品，集中展示我省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领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成果。

本次展览设置了科技智炫、锦绣潇湘、文
博衍艺、文创集市、株洲展区、湖南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展区6大主题展区。科技智炫展区的
“沉浸式”观展体验吸引了众多观众；湖南省
博物馆、湖南图书馆以馆藏精品为创作灵感，
分别推出的“铜趣大冒险”系列产品、“齐白石

寿字八仙杯”等文创产品兼顾实用和美观。展
览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3D打印、 亲子游
戏、美食试吃等多个互动体验区。

开幕式上，湖南图书馆“难得湖图”IP
创意征集活动启动，最高单项奖奖金达4万
元。“这湘有礼”文创云及电商平台上线。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4日，免费向
市民开放。

� � � � 10月11日，观众在欣赏作品展。 当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全省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在株洲神农大剧院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长沙加强农村建房管理，先规划后建设
一户一宅 建新拆旧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荣登吉尼斯年鉴

湖南文化创意产品成果展开幕

� � � � �荨荨（上接1版）
本次签约的大陆集团是世界第四大轮

胎制造商,�也是全球5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之一。致力于为车辆、机械设备、交通及运输
领域提供安全、高效、智能、可持续性的互联
驾乘和运输解决方案。其在长沙经开区投资
建设中央电子工厂项目补足了长沙汽车产
业链的薄弱环节。

此外，本月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将实现
量产，长沙乃至全省汽车核心零部件本土化
生产的困局也将突破。该项目将引进生产三
菱4J1系列2.0L和2.4L自然吸气发动机等最
先进的三菱发动机， 可年产20万台。10月9
日，记者在工厂生产车间看到，智能化的装
配线已进入终试阶段，提升生产线顺畅性和
生产节拍，为量产做最后的监测和调整。

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还带动了周边零
部件生产企业及物流业的发展。今年7月31
日，广汽三菱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举行了
集中签约， 广汽三菱在国内的60家配套企
业，已有10家在长沙及周边落户。

智能制造蓄产业动力
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沙把智能

制造作为关键之举。
博世长沙工业4.0生产线， 整条生产线

仅用两名工人，7.5秒就能下线一件产品；上
汽大众长沙工厂车身车间，超过700台机器
人节拍飞速，自动化率达到86%；广汽菲克
89秒下线一台新车……标杆企业正全面带
动长沙汽车工业智能制造水平提升。

即将投入量产的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
的机加工车间拥有38台高精度设备， 车间
智能化水平也正在向“无人车间”发起冲击。

“机加工车间主要是发动机缸体的精加
工，共有2条线，每条生产线仅需4个工人。”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工厂厂长萧
钜涛介绍，量产后，80秒就能下线一台发动
机，满负荷生产时，一台发动机下线只要52
秒。

今年7月， 长沙出台政策明确将设立总
规模100亿元的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子基金，

推进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使得汽车企业智
能制造转型意愿日趋强烈。同月，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湖南办事处在长沙经开区挂牌。
目前，办事处正在为长沙经开区制订汽车产
业智能化改造方案。目前，其企业智能制造
评估系统也即将对外开放，企业只要登录该
系统回答相关问题，就可以获得智能化改造
评估报告。

瞄准蓝海创新研发
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

跃升， 长沙鼓励企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培
育了一批研发与产业化一体推进的企业。比
如索恩格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就是德
国总部之外，全球最大的平台研发中心。

电动车已成汽车未来趋势，但电池性能
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作为电动汽车热管理领域领先的供应
商，博世依靠配备热泵系统以及余热回收技
术的整车热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电动车的续
航里程得以在不牺牲乘客舱舒适度的前提
下实现大幅提升。

今年，博世长沙与长沙经开区签订了新
的合作协议，将博世首个新能源汽车热管理
系统项目落户园区，并启动建设。

此外，长沙也在发力基于汽车的智能网
联生态。

继北京、上海之后，长沙成为第3个启动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城市，并在全国率
先出台了《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
理规范（试行）》。

“新能源技术是平台，无人驾驶则是汽
车智能网联的终极形态。” 长沙行深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李睿说，他们公司正
在与京东开展全面合作，研究全新的京东无
人车产品。

目前，该公司已有6台无人车在试运行，
续航里程40公里，载重60公斤，运行时速10
公里/小时，可代替快递员实现短途“智能派
件”。据悉，落户于长沙经开区的京东无人车
总部项目，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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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巨头“结链”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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