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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295家
其中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记 者 胡 宇 芬
通 讯 员 彭 敬 东 罗 申 ）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

厅获悉， 该厅日前正式发布了湖南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017年度报告。2017年，新批准组
建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4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同时也对21个
组建期满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了验
收，
“
铁皮石斛”等3个中心验收未通过，不再纳

入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序列。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省创新体系的
组成部分。 报告显示，自1999年湖南省科
技厅批准组建第一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以来，到2017年底全省已建和在建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295家， 其中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81家。 这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布

于我省农林、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
先进制造和资源环境等技术领域， 对我省
的支柱产业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起
到有力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报告发布了281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在2017年的发展状况， 包括区域分布、人
才队伍、投资、科技成果、工程化能力、工程
化成果辐射扩散、收益、开放服务和人才培

“艺术湖南·美术创作成果展览”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由省文联、省美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艺术湖南·美术创
作成果展览”开幕式在省展览馆举行。

此次展览旨在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我省
经济社会前沿建设和美术创作实践所取得
的丰硕成果。 自今年2月以来， 共征集到从
1978年至2018年， 在中国美协主办的活动

或全国大型展览中入选、 获奖的作品280
件；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大事件、人民
生活、自然景观、人文标志的优秀现实题材
原创作品40件。

养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281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地区，占192家；取得的
1686项科技成果中，自行研发成果接近9成；申请
专利1880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超过8成，授予发
明专利742项；转化科技成果771项，累计推广科技
成果26915项，实现经济效益916亿元；对外开放
实验室（试验室）400个，开放设备5422台（套），开
放生产线304条。

此 次 展 览 的 320 件 作 品 涵 盖 国 画 、 油
画、水彩、雕塑等多个门类，题材广泛，艺术
家们以美术的形式热情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
式传递出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展现了湖南
美术的繁花似锦。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1月29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全国选手来长比拼
机器人应用技能
画笔推介
东江美景
11月22日， 画家在资
兴市唐洞街道大王寨村进
行油画写生。 当天，2018年
“第四届全国油画名家东
江湖写生、创作、讲座”暨
文化馆、 美术馆对外开放
活动在资兴市启动。 来自
全国各地的50多名油画家
将在资兴开展写生创作交
流活动， 用画笔推介东江
美景， 促进资兴全域旅游
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朱孝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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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传统工艺振兴成果展
吸引10万人次观展
湖 南 日 报 11 月 22 日 讯 （ 记 者 龙 文 泱 ） 21
日， 为期7天的2018年湖南省传统工艺振兴成果
展在湖南大麓珍宝古玩城闭幕。 精美的非遗产
品、 精湛的非遗工艺现场演示及体验吸引了近
10万人次观展。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主题为
“为民族传承， 为生活创新”， 包括振兴成果展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土家族织锦技艺、 苗绣）
和传统工艺项目专题展 （含醴陵釉下五彩瓷烧
制技艺、 滩头木版年画等19个项目）。 50多位非
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
近年来， 我省致力于探索非遗“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新路径， 在非遗衍生品开
发、 旅游商品开发、 文旅扶贫、 乡村振兴等领
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如“让妈妈回家” 苗绣
振兴计划，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设
立了20多个苗绣创业培训基地， 培养了6000多
名绣娘， 部分绣娘每个月增收2000多元， 带动
越来越多青壮年回乡就业。

湖南铁科职院为
马来西亚培训铁路师资

湖南日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 琳 ）日
前，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博诺杯”移动机器
人技术应用赛项在湖南机电职院举行。 来自全国的本科
院校、高职院校以及中职学校的80支代表队共160名参赛
选手参赛，其中湖南机电职院、福建信息职院、宁夏工业
职院、武汉船舶职院获得高职组一等奖。
比赛采取团体赛的方式， 要求参赛选手在270分钟
内，根据赛场提供的任务书和有关资料，完成移动机器人
制作与装配、移动机器人基础功能测试、移动机器人手动
综合功能测试、移动机器人自动综合功能测试、职业素养
等竞赛任务。 团体一等奖获奖选手将获得天津博诺智创
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实习邀请， 并优先被录取为技术支
持工程师。
“现在移动机器人应用人才缺口很大，长沙的机器人
产业示范园区里的企业每年都来我们学校招人， 应届毕
业生薪资已经能达到4400元。”据湖南机电职院电气工程
学院院长张华介绍， 湖南机电职院从2013年开设工业机
器人专业，目前拥有省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机器人应
用工程技术中心实训基地， 今年该专业的学生还在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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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 讯员
胡 世 杰 ） 11月19日， 马来西亚铁路公司DMU铁

路教育培训项目开班典礼在湖南铁路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 马来西亚铁路公司高级培训总
监再纳·阿比丁等10名学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共分三期， 培训学员为马来西亚
从事高速铁路客运服务和管理培训教学的教师。
培训将开设高速铁路运输设备认知、 车站客运
服务与管理、 列车乘务服务与管理、 售票服务
与管理、 班组管理与团队建设、 铁路客运服务
礼仪、 现场考察与交流、 教育教学方法培训等
课程。
湖南铁路科技职院是欧亚国家交通高校国
际联合会会员单位， 与欧亚17所交通高校达成
合 作 协 议 ， 为 国 家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和 高 铁
“走出去” 战略开展了配套服务， 今年上半年已
承接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地铁项目， 培训了11名
吉隆坡捷运轨道学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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