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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2018先进储能材料、 动力电池及新能
源汽车高峰论坛与产业对接会今天在长沙举
行。现场达成一批产业上下游战略合作、产学研
合作成果，我省在储能领域将大有可为。

对接会探讨了先进储能材料及新能源汽车
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趋势，展示了众多先进储能、
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装备新技术、新产品，发布
了企业技术需求和产品市场信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长沙
市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以及
省内多家产业链企业， 组建湖南储能材料及动
力电池创新中心， 助力我省先进储能产业链发

展。
通过前期对接、深入洽谈，现场促成30多

个意向项目。 其中，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湖南恒
润汽车、 众泰汽车、 中车时代电动与桑顿新能
源、长沙安靠电源等动力电池厂家，签署了上下
游战略合作协议。美国塔吉特与湖南电将军、湖
南三迅新能源与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 中国
铁塔与湖南银锋新能源分别达成合作。 现场还
签署了一批产学研合作协议和检测平台共建协
议。

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介绍， 在国家新能源
政策的引导下， 我省产业链上企业在建重点项
目27个， 总投资达645亿元， 产业发展后劲十

足，今年全省先进储能材料、动力电池和新能源
汽车产业全产业链预计可实现产值600亿元。

此次大会由湖南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 省工信厅联合中国储能与动力电池及其
材料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湖南省先进电池材
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中南大学等
共同承办。李亚栋、陈军、张久俊等多名院士，国
内60多所高校、50多家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家，
以及国内外300余家企业的代表参加本次会
议。

会议同期举办新能源汽车博览会、 第十届
中国储能与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学术研讨与
技术交流会、中国（湖南）新能源汽车高峰论坛。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仍是“香饽饽”
在11月24日举行的2018先进储能材料、动力

电池及新能源汽车高峰论坛与产业对接会上，美
国塔吉特与湖南电将军的合作签约引人注目。

塔吉特公司（Target公司）是美国仅次于
沃尔玛的第二大零售百货集团， 是世界500强
企业。

为何能牵手塔吉特？ 电将军集团董事长刘
艳开表示， 靠的是专注细分市场， 核心技术领
先。

据介绍，在功率型电池领域，电将军拥有核
心技术， 其研发的富铝锂电池具备超低温度性
能，目前国际上行业做到的最低温是零下43摄
氏度， 而电将军的富铝锂电池电芯能承受零下
50摄氏度的超低温。 同时以较高的安全性能和
性价比强势占领市场。

近年来，“锂电池遍地开花”“新能源汽车产
能过剩”等现象一直是行业热点话题。而在刘艳
开看来，动力电池产能只是相对过剩，低端产能
终将被淘汰， 高端产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越过越好。

“娄底基地今年已经迎来五六批世界500
强企业前来考察。 ”刘艳开介绍，公司在娄底经
开区第二工业园已建成年产12亿Ah高功率高
安全富铝锂电池产业化基地， 目前已实现批量
化生产。 电将军的应急启动电源已在国际上占
据较大市场份额， 未来目标是做功率型电池的
全球第一。

湖南三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
对同样认为，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材料

领域，优质产能严重不足，劣质产能严重过剩。
三迅新能源的定位是高容量、高密度、高质

量，产品出口欧美，由于订单充足，公司还需要
扩产。 周文对介绍， 目前公司的产能是15亿瓦
时， 已经接到的2019年订单需求达到20亿瓦
时。 动力电池市场很大，迭代很快，对技术要求
很高，因此公司投入大量研发费用，保持核心竞
争力。

集中资源和资金，走产业高端
化发展路线

对接会上， 我省多家产业链企业抱团组建
湖南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创新中心。

省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秘书长朱爱平介绍，这次成立的湖南储能材
料及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很“实在”，一方面，创新
中心严格按照去年10月出台的《湖南省制造业创
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来组建，参与成员单位有

“硬条件”；另一方面，创新中心有“硬任务”，比如
将着力解决电池寿命、安全性、生产成本等工程
性问题，助力我省先进储能产业链发展。

上海大学可持续能源研究院院长、 加拿大
国家工程院院士张久俊表示， 湖南近年在新能
源产业方面的发展力度很大， 尤其是动力电池
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

他认为， 政府在政策、 资金上要有好的导
向，扶持真正有技术、有潜力的企业，确保产业

可持续发展。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先进储能技

术及其应用产业，已将先进储能材料、动力电池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作为我省20条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的重中之重加以打造。

目前， 省内拥有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湘
潭大学、 长沙矿冶院等从事先进储能材料、 动
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研究应用的高校、 科研机
构10多家以及相关平台10余个。 全产业链现有
规模以上企业105家， 其中先进储能材料及电池
企业92家、 电动汽车整车生产企业13家。 去年
全产业链实现总产值545亿元， 湖南已经成为全
国规模最大、产品最为齐全的先进储能材料聚集
区。

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表示， 与国内发达地
区相比，湖南先进储能材料、动力电池及新能源
汽车产业依然存在不少差距， 主要体现为龙头
企业带动不足、产业规模偏小、公共检测服务平
台建设滞后和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偏低等。

下一步，我省将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走产
业高端化发展路线，集中资源和资金，瞄准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重点支持： 支持一批重点实验室
建设，狠抓基础研究；支持一批企业技术创新平
台建设，加快产业技术进步；着力打造一批产业
基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建设一批检验检
测公共服务平台，组织开展行业交流，加强产业
合作对接。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大有可为
成立湖南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达成一批产业上下游战略

合作、产学研合作成果

经济视野 � � � �在长沙举行的2018先进储能材料、 动力电池及新能源汽车
高峰论坛与产业对接会上， 企业、 专家及相关部门细说动力电
池、新能源汽车———

低端过剩，高端看涨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邹晨莹）“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 记录是媒
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今
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做客由省委宣传
部、省社科联、省妇联共同主办的“湖湘大学
堂·女性讲坛”，分享题为《我的家信我的家》
的成长经历，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互动。

敬一丹是央视著名主持人， 曾3次
获主持人金话筒奖。 在演讲中， 她首先

以“信中信”的方式，从1950年的情书，
到2018年的“微信控”， 道出家信的价
值，将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她看
来，那些手写的、跋山涉水历经寒暑保留
下来的信件，讲述着千家万户的故事，就
像一块块小拼图， 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
间图景。倡导家信，并不在于固守书信这
一形式， 而是白纸黑字里留存的代际交
流和记录的厚重时光。

敬一丹做客
“湖湘大学堂·女性讲坛”

分享《我的家信我的家》的成长经历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 � � � 1977年冬， 关闭了11年之
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 全国
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无数中国
青年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在刚
刚恢复高考的十几年里， 大学
录取率极低， 人们甚至把有幸
上大学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
子”。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我国
经济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规模
不断发展壮大， 高等教育也逐
渐从“精英教育” 迈入“大众
教育”。 湖南省教育厅数据显
示， 全省普通高校从1978年的
22所增加到2017年的109所，
在校学生从3万余人增加到127
万余人。 2017年， 湖南每万人
口中大学生数为238.84人， 是
1978年的44.9倍。

� � � � ▲11月22日，南华大学，下课后，
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学楼。

曹正平 摄
荨1977年12月18日，长沙市一中

考场， 参加高考的青年在认真答卷。
（资料照片）湖南日报记者 唐大柏 摄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肖
建花 刘俐 见习记者 邹晨莹）为期两天
的全国第四届君子文化论坛今天在长
沙举行。海内外近300名专家学者，围绕
“新时代，新君子，新使命”这一主题深入
交流探讨，共享文化盛宴。

君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 弘扬君子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要途径，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细、 落小、 落实的具体举
措。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君子文化与师
德师风、 文化自信、 民族精神、 民间
积淀等内容进行探讨。 在对君子文化

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全方位探
讨的基础上， 专家学者就特定人群的
当代实践进行深度挖掘， 对于新时代
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师
德师风之间的时代价值和研究弘扬路
径， 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作了多角
度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

本届论坛由光明日报社、湖南大学、
湖南省社科联主办， 湖南省君子文化研
究会、岳麓书院承办，长沙市社科联、湖
南科技学院、 各地君子文化研究机构协
办。会上，全国师德师风典型代表、学校
教师代表以此届论坛名义共同发出《新
时代师德师风倡议书》。

第四届君子文化论坛在长沙举行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陈文慧 叶飞艳）记者昨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 我省“创业服务三湘
行”微信公众号暨“百人百堂”创业微课
已正式上线，可关注“创业服务三湘行”
微信公众号，在线观看“百人百堂”创业
微课。

今年7月， 我省启动了为期3年、覆
盖14个市州的“创业服务三湘行”系列

活动。 作为该活动的官方微信平台，“创
业服务三湘行” 微信公众号将全面展示
我省创新创业工作最新动态， 实时推送
创新创业扶持优惠政策。“百人百堂”创
业微课作为公众号的一个重要栏目，将
针对不同创业群体、 不同创业阶段的特
点， 通过线上授课和线下指导的相互融
合，帮助创业者与创业项目、创业资本、
创业导师、创业政策有效对接。

湖南“百人百堂”创业微课上线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段涵敏）
11月23日，全省高校“三个天天”主题演
讲比赛总决赛在湖南教育电视台举行。
23位从全省各地高等院校脱颖而出的
选手，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进行奖项的
角逐。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推动新思想
“天天见” “天天新” “天天深”， 今
年， 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教育工委按照
“七进” 要求， 组织开展了系列新思想
进高校主题演讲活动。 本次比赛是新
思想进校园的一次集中展示， 由省委

宣传部、 省委教育工委主办， 湖南教育
电视台承办。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教师组由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胡蓉、 湖南农业大
学常徕、 吉首大学汤义、 湖南工业大学
冷兰兰获得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李雨
燕等7人获二等奖，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曾筝等10人获三等奖； 学生组由中南
大学管博昂、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张
子璇、 长沙理工大学杜逢清、 湖南大众
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吕蓝枫获得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刘梦娜等7人获二等奖，
吉首大学王瑞奇等10人获三等奖。

湖南高校
开展“三个天天”主题演讲比赛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黄利飞）
23日， 获评工信部“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 的泰嘉股份， 与德国百年名企昂兹
公司在长沙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欧
洲设立锯切行业全球研发中心， 同时在
市场开拓、 资源共享、 人才培养等方面
展开紧密合作。

根据协议， 泰嘉股份获得昂兹产品
的中国独家经销权， 昂兹公司则获得泰
嘉股份产品在德国和美国的独家经销
权； 双方还将共享全球仓储、 焊接和技

术服务资源。
昂兹公司是全球知名工具制造企业，

有225年发展历史，国际销售渠道成熟、客
户资源丰富。 泰嘉股份是国内双金属锯条
龙头企业，在双金属锯条领域以超过20%
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公司目前正
大力推进“双50”战略，即未来3至5年，双
金属锯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出口
销售额达到公司总销售额50%。 泰嘉股份
也有望从“单项冠军培育企业”成长为世
界第一的“单项冠军企业”。

泰嘉股份“剑指”全球单项冠军
与德国百年制造名企签约， 双方将在技术研发等

方面展开紧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