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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露脸”
引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为什么是中低速磁浮？ ”
“列车真的是‘浮’在轨道上行驶的
吗？ ”
“长沙是第一条，现在全国有几条
了？ ”
……
12月5日上午10时30分，国家博物
馆，“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型展览” 迎来了一群学生观众。
在第五展区“大国气象”的第二单元“基
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交通发展成就辉
煌”， 当看到长沙中低速磁浮快线的图
片后，这群学生兴趣盎然，围着讲解员
问个不停。
照片上的磁浮列车，黑、红、白三色
相间，正在轨道上飞驰。
作为全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范线，长
沙磁浮快线作为湖南元素在本次大型
展览中“露脸”了两次。 除了上述静态照
片外，还在第二展区“壮美篇章”的第四
单元“区域协调发展”中，作为“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成果被展示出来。
北京市民张鑫边看边说：“上个月
我去湖南郴州，先坐飞机到长沙，再转
高铁到郴州；黄花机场到长沙南站坐的
就是这条磁浮快线， 只要20多分钟，而
且环境舒适、座位宽敞，价格还挺便宜，
现在出行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

2016年5月6日， 中国首条完全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
营 铁 路——
—长 沙 磁 浮 快 线 载 客 试 运
营。
（资料照片）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楚晖

“省里来的专家不光医术精湛，还给我
们传播了健康知识，令我们十分感动。 ”12月
3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茶园村村民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他们提到的“省
里来的专家”， 指的是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
（以下简称“省科普作协”）组织的科技助力
基层医疗专家精准扶贫义诊团 （以下简称
“专家义诊团”）。
从11月下旬起，省科普作协接连组织专
家义诊团，前往邵东县、武冈市和城步苗族
自治县的基层医院与偏远山村义诊。 来自湘
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中医附一医院
与附二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等省、市权威
医院的近20名专家，为贫困患者带去健康的
福音，助力基层医院业务提升。

贫困患者疑难病症饱受折磨，
专家妙手仁心予以救治
11月24日上午，湘雅三医院心胸外科主

荨
荨（紧接1版）该研究院营商环境报告课题组
首次对国内35个大中城市营 商 环 境 进 行 排
名，并连续两年发布评价报告。
定军介绍， 营商环境评价让城市和各级
政府部门不再“自说自话”，而是对标先进，对
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
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长沙的营商环境如何算出
—从软环境等6个方面进行分项
——
指标测算
在《报告》中，长沙的营商环境排名第九
位，如何得出？
“我们将总的营商环境指标，再细分为6
个方面，即软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
社会服务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定
军介绍， 课题组联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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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6日， 试运营的磁浮列车。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谢莎婷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长沙磁浮快线的大尺寸照片惊艳
了。
长沙磁浮快线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 也是中国第一
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范线，
标志着中国磁浮技术实现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覆盖， 成
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
遥想40年前， 中国的磁浮交通运输技术尚停留在实
验室中。 2016年5月6日， 长沙磁浮快线始发列车一声汽
笛长鸣， 宣告湖南人率先将科研项目应用到商业实践中，
全世界为之瞩目。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空铁联运效应： 日均客流逾9000人次， 单日客流
2 峰值为14501人次
车行快、 噪音小、 乘坐舒适的长沙磁浮快
线， 不仅改善了出行体验， 更成为长沙打造中
部地区空铁联运的“超级枢纽”。 德国蒂森克
虏伯公司郑清华博士曾多次考察 长 沙 磁 浮 快
线， 他认为， 磁浮科技在湖南的应用顺应了时
代发展大势， 开创了普速磁浮交通应用先河。
湖南磁浮公司数据显示： 2016年5月6日
至2018年12月2日， 长沙磁浮快线累计安全运
营941天， 共开行列车122346列次， 运行图兑
现率99.95%， 列车正点率99.88%， 运营里程
229.02万公里。 总客流量达758.09万人次， 今
年以来的日平均客流为9102人次， 较去年水
平 （日平均客流7940人次） 增长14.6%， 较试

新的湖南名片： 已接待30多
1 个国家、
50多个城市前来考察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长沙火车南站和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线路全长18.55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
从破土动工（2014年5月16日）到载客试运营（2016年5
月6日），对于一个轨道交通项目来说，两年时间非常短暂，
技术要求也十分苛刻。长沙磁浮快线作为“领跑者”，探明了
技术的道，踩实了脚下的路。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磁浮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晓明介绍，长沙磁浮快线自开通
试运营以来，先后接待新加坡、奥地利、德国等30多个国家
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50多个城市前来考察，涉及党政、
科研机构、高校、媒体、企业等各类代表团。
正如韩国机械研究院专家韩亨锡所言， 新技术的应用
与推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更容易被实践， 中国市场对
于磁浮交通的发展需求非常强烈， 湖南在磁浮技术创新和
产业化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长沙磁浮快线的示范引领下， 国内各地磁浮建设发
展迅速。
北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S1线-石厂至金安桥段）
已经开通试运营；清远市磁浮旅游专线已于2017年底开工，成
都市中低速磁浮综合试验线项目也已启动施工准备。

3 话语权瞄准科技前沿： 集聚力量持续提高湖南磁浮的国际
在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陈小鸿教授看来， 磁浮技术运用已十
分广泛， 磁浮技术的完整谱系带来更大的竞争
力。 随着一系列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工程实践，
磁浮交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些年， 湖南省委、 省政府结合区位优势，
从战略高度对磁浮交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围
绕磁浮技术与产业的发展， 进行了一系列前瞻
性的战略部署， 致力于提高湖南磁浮的国际话
语权。 包括： 制定全省磁浮交通发展规划， 成
立省级专项领导小组， 构建省校合作科研平台，
全力打通磁浮研发、 装备制造、 设计咨询、 运
营管理等上中下游全产业链， 着力打造以磁浮
交通为代表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今年6月13日，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精准扶贫义诊路
任金龙玉教授赶到邵东县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
一位因摔伤导致肺部挫伤严重伴多发
肋骨骨折的患者正饱受病痛的折磨。 而邵东
县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今年9月才成立， 该科
科主任邹华斌希望金教授能够参与该患者
的病情会诊。 金龙玉教授和邵阳中心医院刘
晓飞主任医师等专家对患者病情进行了分
析，并作出治疗指导。 目前患者病情明显好
转，呼吸平稳，已转出重症监护室。
12月1日凌晨7时，专家义诊团出发前往
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茶园村。 附近的老乡
听说来了省里的专家义诊团， 闻讯赶来看
病。 其中一名8岁的女童，大头、脊柱侧弯、智
力低下，身体仅3岁小孩大小。 此前，病童因
家庭贫困从未做任何治疗。 刘幼硕教授认真
为孩子检查了身体，初步判断孩子可能是患
有先天性脑积水，建议孩子到大医院做进一
步检查、治疗。 因病童家境困难，专家们当即
纷纷自发捐款， 并给病童爷爷留下联系电
话，承诺家长如果带孩子到湘雅二医院诊疗

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相关专家， 对标世
界银行的指标，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制了一套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该体系6个方面的指标又
各设多级分项指标， 具体通过注册企业数量
变化、投资额、投资增速、常住人口增速、就
业、税负等进行体现。
比如， 今年长沙的软环境指标排名35城
第二，与软环境的分项指标——
—企业注册、投
资增速、人口增长、投资额都排名靠前有关。6
个方面指标经过综合测算， 得出了最终的营
商环境指标。
课题组主要使用各个城市统计公报、工
商部门的企业注册数据、国家城市统计年鉴，
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分行业数据,以及中
国社科院数据等，按模型进行加权测算。
比如，常住人口、投资等数据来自各省统
计公报，各地机场客流量来自民航部门，各城

运 营 初 期 （日 平 均 客 流 5338 人 次） 增 长
70.5%。
同时， 今年单日客流超过一万人次的共计
52天。 其中， 2018年10月3日的客流达到峰值
14501人次。
为方便旅客出行， 湖南磁浮公司4次调整
磁浮快线运行图。 运营时间由最初的早9时至
晚18时， 调整为早7时至晚22时 （机场站为22
时30分）； 行车间隔由最初的24分30秒， 缩短
至目前的11分40秒。
根据最新进展， 长沙磁浮快线完全自主ATO （自动驾驶模式） 上线， 已实现单程运行时
间 （原为19分40秒） 再缩短2分多钟。

时，一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专家王海琴、
刘一鸣、傅静在一旁对孩子抚养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给予耐心指导。
金龙玉教授还有针对性地给来自邵东
各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作了学术讲座，基层
的医务工作者听后感慨：“金教授讲得非常
有针对性、很实用，对我们的业务提高帮助
很大。 ”

不良习惯导致发病率高，
健 康科普情系基层病患
在两次义诊活动中， 专家们还发现，不
懂得及时求医问药、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
影响偏远山区贫困病患健康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科普作协秘书长、湘雅二医院老
年病科书记李艳群发现，武冈市双排镇浩山
村及五团镇茶园村超过80%的留守老人患
有高血压或糖尿病；80%的村民从未到医院
就诊过，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常常头痛头
晕却不知道是何原因。
湘雅二医院老年病科刘幼硕教授发现，

市雾霾浓度数字来自生态环境部等。

长沙营商环境显著提升 有 何
借鉴意义
—有效稳定房地产市场，大力
——
促进创新创业
长沙营商环境的排名跃升， 给其他城市
有何借鉴意义？
课题组研究认为， 长沙营商环境的大幅
提升，得益于其企业注册、投资增速、人口增
长等软环境分项指标排名靠前。 这些指标反
映出，长沙通过大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有效
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增强了城市吸引力。
近年来，长沙持续开展行政审批、多证合
一等商事制度改革，释放了发展活力，市场主
体注册指标增幅显著。
2017年底， 长沙每千人市场主体有103

村民不仅高血压发病率很高，有的患者甚至
都已经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晚期了还从未就
医。 刘幼硕教授当即找来乡村医师询问村民
健康管理情况， 耐心地向村医传授相关知
识。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
主任李定祥教授为一名长期全身疼痛却从
未就过医的76岁女患者确诊了病情，做了中
医中药治疗。
在邵东县人民医院门诊，姜志斌、张震、
李金阳医师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都有
着爱吸烟、嗜酒、爱吃咸菜和腊肉等不良生
活习惯；苗杰和曾文医师发现一些骨折患者
因没及时就诊导致病情加重。 专家们深切感
受到基层民众急需健康科普教育，急需传授
科学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山区的村民爱吃咸
菜、腊制鱼肉、酸菜、重口味食物，很少吃蔬
菜和水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其高血
压及糖尿病高发的主要原因。
专家义诊团立即组织健康科普教育讲
座， 并进行个性化的科学生活习惯指导，还
向前来就诊的患者赠送了由金龙玉教授、徐
大宝教授、刘建兵教授撰写的科普读物《科
普故事会》《呵护女性生殖健康》《不再谈癌
色变》等书籍。

个，超过北京、上海，和杭州接近，创新创业氛
围浓厚。
在各大城市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中，
长沙表现出了“黑马”姿态，2017年长沙的常住
人口增量是武汉和成都的两倍、南昌的三倍。
另一大亮点是长沙在全国形成了“房价
洼地”。
“长沙2017年的商品房价比武汉、郑州、
合肥等地房价低40%以上， 房价收入比仅为7
左右，也就是夫妻两人平均收入7年可以买一
套房。”定军认为，长沙有效控制稳定了房地
产市场，大力促进创新创业发展，是给其他城
市最大的借鉴意义所在。

长沙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
—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加快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 在中车株洲
电力机 车 有 限 公 司 下 线 。 其 设 计 时 速 提 升 到
160公里， 最大载客量可达500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表示，磁浮列车需要
的1万余个零部件，90%以上可以在湖南省内完
成研发、生产和采购，拥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的湖
南长株潭核心区将成为“中国磁浮之都”。
由中车株机牵头组织的“十三五” 国家重
点研发课题“时速200公里磁浮交通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 方案， 也于今年5月通过了业内评
审。 同时， 我省第二条磁浮线路拟布局凤凰县，
正在开展前期相关工作。
湖南已经成为磁浮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的
热土。 2020年， 第25届国际磁浮大会将在长沙
举行。

湖南机场公安开展
反恐综合演练
湖 南 日 报 12 月 6 日 讯 （ 记 者 何 金 燕
通 讯 员 彭 博 ） 今 天 上 午 ， “空 港 之

盾——
—2018反恐怖综合演练” 在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举行。 演练活动由湖南省公安厅
机场公安局、 反恐怖总队主办， 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分公司协办。
本次演练从机场反恐怖实际需求出发，
轻“剧本” 重“实战”。 演练期间， 机场公
安局、 武警长沙支队三大队九中队联合进
行了防车辆冲撞、 防刀斧砍杀、 现场勘查
与处置等综合科目演练， 相关职能单位完
成了旅客疏散、 抢救伤员、 灭火救援、 现
场警戒等联动科目演练。
活动强调， 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防
范风险、 化解矛盾， 齐心协力、 紧密配
合， 形成反恐维稳工作合力， 完善联勤
联防联处工作机制， 确保机场安全和空
防安全。

根据《报告》，长沙在其他指标评价中仍
有较大上升空间。
比如，在使用全社会货运量、公交车数量
等分项指标上， 长沙离京沪等一线城市仍有
一定差距。
“长沙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力度，
加快聚集人口。”定军表示，长沙位居京广、沪昆
高铁交汇点，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应进一步提升
开放开发力度，加密国际航线，拓展国际货运线
路， 加速构建交通物流大通道， 在跨境电商物
流、仓储、消费体验和旅游等方面重点突破。
此外，长沙与粤港澳大湾区仅有2小时高
铁距离， 在产业对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课题组建议 ，长沙可充分利用自身的
交通区位优势、科教资源优势等，吸引更多粤
港澳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制造基地落户，借力
发力，加快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