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要闻 05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湘西在哪里？ 在沈从文的书里、宋
祖英的歌里、黄永玉的画里。 而随着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成为武陵山区的
投资热土、创业沃土。

奥鑫新能源、华润雪花、傲顿电子
等一批沿海高新企业陆续在湘西经开
区投产，催生“开发区裂变”；微细球形
铝粉、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等七大新材
料生产企业集聚泸溪高新区，崛起新材
料产业集群……

11月28日，记者行走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园区，触摸“产业立区”的强劲脉搏。

承接产业带动脱贫，深山
崛起新材料产业集群

42岁的张腊凤站在生产线旁，熟练
地操作着机器。

她和其他工友正在组装一种聚合
物锂离子电池，销往德国、美国和国内
的多家知名企业。

“现在一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
28日，在位于泸溪高新区的湖南泰和美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
美公司”），张腊凤告诉记者，“今年可以
脱贫了”。

深度贫困县泸溪县， 有2万余贫困人
口，张腊凤是其中一名。 曾经在广东打零
工，今年成功应聘于泰和美公司后，有了
稳定收入，她家脱贫在望。

泰和美公司董事长杨昌军介绍，去
年，在县里组织的“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招商活动中，他将公司在深圳的
出口基地部分转移到了泸溪高新区。

“园区不仅全程代办了入园项目手
续报批，还引荐当地村民来公司就业。 ”
杨昌军介绍，泰和美公司也积极帮助当
地贫困户就业，现已安排建档立卡贫困
户15人。

像泰和美公司这样以产业转移带动脱
贫的企业，在泸溪高新区并非孤例。

“公司的贫困劳动力用工占比近
45%，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75户98
人。 ”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代水介绍。

“借承接产业转移东风，带动脱贫
攻坚。 ”泸溪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田熙学
说， 该县有着良好的新材料产业基础，
园区以此为基础，瞄准高精尖，对接海
内外，聚焦产业上下游，引进了一大批
强链补链项目和企业，帮助当地近30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相继脱贫。

如今， 这个办在大山里的高新区，
崛起了令全国乃至全球都为之侧目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全国氮气雾化铝粉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由区内企业发起制
定；园区微细球形铝粉占全国市场份额
的67%； 园区内以铝系列精深加工、新
金属材料加工产业为主的9家企业，通
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按计划，到2020年，泸溪高新区的
新材料产业年产值力争达到100亿元，
成为中南地区最大高性能复合材料产
业基地。

精准招商“e”路高歌，催
生“开发区裂变”

地处吉首市与凤凰县交界之处的湘
西经开区，曾经是荒郊村落。 28日，记者行
走此间，只见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里已
成为一座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

距离湘西经开区管委会大楼2公里之

外，创新创业园区的一栋标准厂房内，湖南
锐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贴合车间正在
生产“大尺寸车载触控屏”。 这些产品将提
供给宝马、比亚迪等汽车生产商。

“订单很多，生产忙不赢。 ”企业董事
长吴彬说，“我们还要扩大规模！ ”

在另一栋标准厂房内，湖南星际动
力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正
在生产一批锂离子电池。 董事长温玉湘
介绍， 企业于今年10月底投产以来，日
产20万支动力电芯、电池、移动电源、手
机电池等产品。

湘西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陈文君介绍，园区紧紧抓住沿海地区电
子信息产业内迁的契机，明确把电子信息
产业作为全区布局发展的战略主导产业，
精准招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电子
信息企业。

曾在北京、浙江等地知名企业工作的
汪春华，去年来到湘西经开区，成了傲顿
电子科技公司一名副总；来自重庆的王会
冬，以娴熟的专业技术成了该公司的钳工
组长。 在宸睿通信科技公司，来自江西的
彭明波，现已成为企业的一名生产主管。

在这些“外地人”看来，湘西经开区
的电子信息企业发展并不比沿海企业
差，且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电子信息企业科技含量高，需要周
转的资金量也很大。 为优化融资环境，
湘西经开区管委会加强与建行、 农行、
中国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行村镇银
行对接，探索了银企合作新模式，协作
全区电子信息企业贷款逾1亿元。

“从项目洽谈、签订入区合同到土地
出让、营业办证、税务登记等不到10天就
全部搞定了，而且还在多项程序上为我们
‘开绿灯’。 ”傲顿电子科技公司负责人吴
成鹏说，吸引自己的正是湘西经开区优良
的“软环境”。

目前，入驻该区的电子信息企业已
涵盖手机、音响、LED灯、触摸屏、3D打
印、精密耗材、汽车导航、高频电子制造
等领域，电子信息产业“e”路高歌，催生
“开发区裂变”。

今年前10月，湘西经开区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4.8%，招商引资到位资金47.2
亿元，进出口额15769万美元。各项经济指
标增幅均居自治州园区前列。

据介绍，下一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将把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的政策“含金量”，转化为脱贫发展的“新
能量”， 加快旅游景区、 农业特色产业园
区、工业集中区、商贸物流园区产业“四
区”建设，夯实产业承接的平台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符晓鸣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总体方案》）正式印发，是
党中央、国务院对自治州民族
贫困地区的巨大关怀， 是省
委、省政府对自治州发展的顶
层设计，必将驱动自治州驶入
全面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快
车道。 ” 11月28日上午，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
记、州长龙晓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龙晓华告诉记者，自治州
于11月28日上午召开大会，传
达贯彻全省开放强省暨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推进大会精神，要求各级各
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
遇、先行先试，加快开放湘西
建设， 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文
章，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全州
经济高质量发展。

龙晓华介绍,自治州近年来
着力夯实产业承接的平台支撑，
显著增强了开放招商的承载力
和吸引力。2015年至2018年，自
治州与来自长三角、 珠三角、环
渤海和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签订
承接产业转移合同项目325个，
到位资金225亿元。

“我们建设示范区时，要
将产业承接转移与产业扶贫
结合起来，将自治州的资源优
势与沿海地区资本技术优势
结合起来，从而带动全州稳定
脱贫、长富久富。 ”龙晓华说。

龙晓华表示，自治州当前
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总体
方案》 和全省推进大会要求，
着力抓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起步开局。

一是精准对标对表，科学
制定规划。 自治州政府和各县
市区将研究编制切合实际、操
作性强的实施规划，把自治州

的资源、潜力、优势等情况研
究透、谋划好，选准产业承接
点和工作着力点。

二是精准对接政策，提供
政策支撑。 研究政策、吃透政
策，将政策用足用活，争取国
家和省级政策支持的最大化。
抓紧出台自治州支持示范区
建设的优惠政策，打造示范区
建设的政策洼地。

三是精准对接产业，建好承
接平台。 立足自治州实际，因地
制宜承接发展文化旅游业、绿色
矿业、大健康产业、商贸物流业、
现代农业、新材料、生物医药、新
一代信息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
和食品加工业，培育发展新的增
长点，加快形成新的动能。 在区
域对接上，精准对接产业转移地
区，深化与珠三角、长三角、成渝
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地区的
对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在承
接平台上，积极申报国家级高新
区，推动符合条件的省级园区升
级为国家级园区，加快发展壮大
一批园区，将园区建设成为承接
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

四是精准招商引资，发挥
聚集效应。 注重招大引强、补
链强链、集群集聚，做到优中
选优，瞄准国内外先进企业和
先进技术，着力提升招商引资
规模和水平。

五是精准配套服务， 提升
承载能力。 重点抓好交通、信
息、 物流和水电气等基础设施
建设。 特别是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精准抓好“放管服”改革，全
面降低企业营商成本， 切实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改革开放、承接产业转
移，是稳定脱贫、富民强州的
必由之路。 ”龙晓华满怀信心
地说，全州上下必将以崭新的
精神面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让各族
群众从改革开放中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曹娴）在11月28
日下午举行的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
造大会网络安全主题峰会上， 四大项目集中签
约，重点围绕“PK体系”，即飞腾(Phytium)CPU+
麒麟(Kylin)操作系统，开展联合攻关，加快建成
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为一体的网络安全产业
生态体系， 助力湖南打造全国信息安全产业高
地。

中国长城分别与国科微、深信服、景嘉微、中

电信息、云天励飞、星环信息、创智和宇、神州云
联、雨人网安、上海融达10家集成电路、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等领域的企业或机构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中国长城下属长城医疗与腾讯医疗、富格伦
科技分别签署《智慧医疗云平台战略框架协议》。

PK体系产业适配基地与万达信息、 科创信
息、中孚信息、金山办公、时代亿信、中创软件、数
科网维、优炫软件、360企业安全、北京万里红10

家企业分别签署《开放联合建生态 应用示范促
升级》战略协议，助力湖南构建集芯片、操作系
统、整机、应用软件、集成商于一体的产业链，推
动信息安全产业升级发展。

中国（长沙）信息安全产业园与天维讯达、天
融信、数字政通、融创微、风奥科技、英倍迪、云杏
健康科技、慧联无限、星网云联、意高汇智等企业
分别签署入驻意向协议，央地共建，共谋发展。

中国长城表示，公司将与各方充分利用各自优
势，以市场带动研发和适配，在国产软硬件、信息安
全、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存储等领域进行合作，
推动合作领域生态应用、平台业务的创新升级和成
果孵化。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在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
大会的网络安全馆内，湖南信息安全产业链“尖
兵”齐齐亮相，30家企业代表拿出“看家本领”，湖
南在信息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基础软硬件-信
息安全终端-系统集成及应用服务” 的完整产业
链。

湖南发挥技术、人才优势，形成了以国防科
大为技术发源地、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为龙
头的信息安全产业特色优势。 目前全省信息安全
产业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值过亿元企业10家，上
市企业4家。

在基础软硬件领域，景嘉微、国科微、融创微
等一批优势企业，实现了芯片研发、设计、生产成
龙配套，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以PK体系（Phytium
飞腾CPU+Kylin麒麟操作系统）为主体架构的网
络安全软硬件产品，已在国内成体系试用。

在终端/整机领域， 长城银河组建了一支顶
尖的信息安全系统和数字集成电路研发团队，此
次展出的EF111系列高性能服务器，是基于全新
一代国产飞腾FT2000� PLUS处理器的高性能服
务器，具有多项领先设计。 必然科技已完成国内
最高性能MIPS众核高性能计算处理产品的设
计，明年初该产品将量产。 优利泰克通过自主创

新，打破国产风机PLC控制器组等产品依赖进口
的局面。

在系统及应用领域，湖南雨人网安的网络安
全态势感知与通报预警平台，可集中监控信息安
全资产，开展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预警。 长沙网
动承接国防科技大学重点实验室军民融合产业
成果，研发出智能视频分析系统，目前已在8省市
公安机关落地使用，获得行业好评。

今年5月， 长沙市信息安全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成立，形成了“联盟+产业园区+适配基
地+评估中心”的产业承载平台，营造良好的产
业生态。

28日，长沙市政府发布《长沙市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规划》，将重点发展基础硬件、基础软件、
应用系统、信息安全、大数据与云计算及标准体
系6大领域， 将长沙打造成为国家级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区块链，是不是听上去

太“高大上”？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高精尖的技
术正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11月29日，记者继续
探访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带您看看那些“身边的智能”。

未来街头的咖啡店、奶茶店里，“手工咖啡”可能
出自机器人之手。 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馆里的湘江新
区综合展示区，不少参观者正在排队等咖啡。“扫描
二维码，就能喝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还是拉花的。”
两只猎豹移动机械臂在一个封闭式的柜台里不停
移动，研磨、冲泡、打奶沫、拉花、传送，两分钟便可调
制一杯咖啡。

不止咖啡， 倒啤酒的服务员可能也是机器
人。

有着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之称的KUKA，
展出了目前最先进的七轴轻量协作机器人。 只见

它“手”抓一瓶啤酒，不急不忙地将面前的4个杯
子倒满，滴水不漏。

工作人员介绍， 机器人的关节处设有传感
器，可根据触碰的力度自动识别。 倒酒过程中，记
者稍用力拍打一下，机器人就乖乖停了下来。

用这款机器人来倒啤酒有点“大材小用”，工
作人员介绍，因为足够“冷静”，这款机器人已经
运用到医疗行业，帮助医生进行过高精度的手术
操作。

快递，同样变得智能化。京东3.5代智能配送车主
要应用于城市送货业务。 这名“快递小哥”的顶部，有
可360度旋转的激光雷达，“前脸”屏幕上有一双“大
眼睛”，接到指令后，不仅可以最高时速18公里的速
度沿道路右侧行走，还能根据实际路况“聪明”地变
道，将货物从站点配送至写字楼、自提柜、居民区便
民店等指定送货地点。

“无人驾驶”也不再遥远。 中国首款L4级别自动

驾驶量产乘用车Apollo红旗， 基于百度Apollo的核
心自动驾驶技术，隐藏式传感器可360度“看”到车
周围全景。据了解，明年大家就可以在湘江新区看到
它，到时候将以自动驾驶出租车形式出现。

区块链时代，人们的碎片化阅读变得更有“价
值”。 基于天河国云区块链技术开发的一款“优享”
APP，让用户上传的文章可以“上链”，不仅永久存储
在互联网上，还能免费确权。发布者和阅读者都能享
受到激励机制，点赞、转发、阅读时长等信息通过后
台分析计算，最终变为用户的积分。

通过染色体核型分析识别判断出是哪种遗
传疾病，平均用时不到2分钟，这也是人工智能技
术带来的变革。 由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与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搭建的光琇-
自兴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研发出人类染色体智
能分析云平台AICKS。 这套分析系统已采集300
多万例病例数据， 能够诊断出已知的100多种染
色体综合病，准确率达到99.13%。 在染色体的识
别上，智能系统平均只需1分23秒，人工识别平均
用时为22分36秒；传统情况下检测者需要25天才
能拿到检测报告，而现在仅需8天。

武陵山区蝶变成投资热土
———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如何“产业立区”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李送君） 记者今天从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悉，
日 前 该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人
CYP2C19、 人ALDH2等6个基因多
态性检测试剂盒，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禽流感病毒等6个核酸检测试剂
盒共计12个医疗检测试剂， 获得欧
盟CE认证（CE是欧盟强制性安全认
证标志），这标志着这些新产品取得
了进入欧盟及欧洲贸易自由区国家
市场的通行证。

据了解， 这是该公司继10月份
有8个产品获CE认证后，又一次取得
的重大突破。

此次认证的12个产品， 分为个
体化用药和传染病防控两大系列。

圣湘生物此次研发的6个基因
多态性检测试剂盒属个体化用药系
列产品， 采用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

“磁珠法”和“一步法”技术，对患者进
行检测， 两小时内便能准确得出结
果， 能够为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用药
指导、 叶酸剂量补充和阿尔兹海默
症风险预测等提供基因检测依据，
为医生精准用药、 有针对性地治疗
提供指导，大大降低毒副作用。

水痘、 禽流感等传染病是我们
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传染病， 圣湘生
物此次研发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禽流感病毒等6个核酸检测试剂盒
属传染病防控系列产品， 能够精准
快速诊断， 为患者的及时治疗与康
复提供帮助。 如研发的禽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产品， 适用于临床咽拭
子、鼻拭子、肺泡灌洗液样本，检测
过程简单快速，可缩短由抗原、抗体
检测和病毒分离培养来确认致病原
的时间，大大提高检测准确性，有利
于尽早查清疫情病因。

� � � � 11月28日， 泸溪
县泰和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工人在车间内
加工新能源电池。
傅聪 邓晶 摄影报道

湖南初步形成信息安全完整产业链
全省信息安全产业年产值近100亿元， 产值过亿元

企业10家，上市企业4家

助力湖南打造全国信息安全产业高地
中国长城与国科微、深信服、景嘉微等企业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调咖啡、送快递、帮助诊断疾病……

智能制造，就在身边

精准承接产业转移
带动全州稳定脱贫

———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龙晓华

我省12个医疗检测试剂
获欧盟CE认证

�荨荨（紧接1版①）并公布了第一批577
项“最多跑一次” 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分两批公布了257项取消的证明
（盖章）类材料清单。还利用数据共
享平台推进“网上办”，方便企业办
事，提高行政效率。

常德市一系列“暖企”行动，激
发了企业活力，一批主导产业、特色

产业迅速崛起，并发挥集聚效应，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 效益提升。1月至
10月，常德市完成工业增加值812亿
元； 常德完成新签约投资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214个， 总投资1205.5亿
元。 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185
个，总投资605.9亿元。新投产亿元以
上产业项目75个，总投资212.6亿元。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政务服务新模式效率高，服务

果然不一样。”国庆节前夕，家住塔
峰镇南门社区的肖建姮， 在蓝山政
务APP“帮您办”菜单上，为婆婆蒋
梅提交了申请办理90岁高龄补贴事
项，南门社区网格
员黄锦在后台“抢
单”后，很快上门
联系收集材料，并
代其到社区、镇民
政所和县民政局
等部门办理。

“注册参加
‘帮您办’服务，每
完成一件服务事
项可获得1.5到2分
的积分，群众满意

还可增奖1分奖励分，每一个积分对
应10元奖励资金。”黄锦高兴地说，8
月下旬以来， 他已办理4项服务事
项，获得120元“帮您办”奖励。目前，
蓝山县“帮您办”服务已办理服务事
项69件次，群众满意率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