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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T±²Ô³PǼ µ�¶H - \ÈT·¸}
`¿ÉPÆmLâM6;¦¹Èêê�9Tû
1Tº»<�¼H½¾FK¿P«ÀÁ^C
Â[ÃÄÅÆÒÓPÇ«µ

�l%&'�&"`È Én%&¤ÒÓ
ÊWXËW«0[nPÌCD;��ÍD%&
'&"HQWTUmC«0D FÎ-MF�
Ï@TÒÓ@T¶@TmÐÓTËHTÐ@<Å
ÆU7H!DQWq,UVYZ5[\�%&
�)¤�%&òÑ¤DÒ^%&'úu?¼+v
��ÓäºTSÚ��Ôúutu\îDÕÖ
×ØÙÚÛÜÝÞµ

H²ëß�[+,[nD%&à�Uá

âTFÎÉTtuãTDK�¤äLå'å
�DP�²�&ç`ªT&æ`ËT&"`
ÈTäçÔÐ¤P56+,xyµ�&ç`
ª�ªç%&¤ �WWR[n1è%&�
)T%&òÑT%&àÿé<êv=>D&
�ë�'6W]ìmí>ªD �;=>î
ª;T��+,�T�u@'v56+,tu
\îRîï56+,Cðë�[ÛÜñ
W©�&æ`Ë�>Ëee¤ËW«0&æñ
;%&6@AT =>6ò+,\î<Ct
ÛÜH�[`pò9@ZD óô²[�%
&ítõ��tt'Pö÷ËøJ\Â
ù©�äçÔÐ�úû%&¤WX�[+UÊ
«gü½TýTþTÿäLçæD$ñ!(�
[+U8¢Tÿ"#$Ts�%1T®&'
Îä(6�D)*�l�[+,[nµ �}
-&& �C+,[n+, «D-[²�[+
,[nP�m.½¯¤µ

Hz/y0��[P+UrLn�D<
'0>Æ+,�l()*+�Ý{|}wÈ
õÆ+,.�õ+,U780.£¡12
gÈ<343+5Dà+UrLT+,[nT
+,667±KôeT+,Cðü"T+,
.��l<�L8'eC9_T .£õ8
0µ !&,/ }DÌ:�=>+®U78¤¥0;
Ó<¥8ís %& =>ã®+®U7LxD
?n²É&+,eµ

ú@00K=>AüÞ¥��DP�²
<'+UrL�WDKT66"îT�x�
Ly0wBPÎnÓ'D�'`�=+U8
¢ ,,& §D�ÍC] ,' LPTQO8)D�
P�ÔÓDy¤ªwTâ7TE6?F\6`
.& =6G�8TÇlDµH:IJ+®8�
]SKÿü<ã®+6?@L^D%&M½
¡\+,P½�µ

uînL%&'øN4>TUv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 昭示着我国民营经济又一个
春天来了！我们要牢记嘱托，奋发作为，书写
好邵阳民营经济发展的崭新篇章， 为我省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贡献更多邵阳力量。”12
月14日，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在接受湖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龚文密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及时雨，是清醒剂，是“护
身符”， 为坚定不移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给予了
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为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
发展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龚文密盛赞民营经济为邵阳发展作出
的突出贡献。他说，邵阳是民营经济大市，也
是我省民营经济发祥地之一。 邵阳改革开
放40年，也是邵阳民营经济大发展的40年。
到2017年底，全市共有实体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各类市场主体24.88万户， 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全市GDP65.85%。可以说，民营经济
已成为拉动邵阳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活跃
市场的“主力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邵阳的潜力是民营经济，出路是民营经
济，希望是民营经济，邵阳将不遗余力发展壮
大民营经济。”龚文密表示，要高位推动发展壮
大民营经济。 邵阳提出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卧
薪尝胆的狠心、 久久为功的恒心抓产业转移，
同样要有这样一股决心、狠心、恒心抓民营经
济。前段，全市各级党组织专题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组织召开了民营企业代表
座谈会，召开了第四届全球邵商大会，分两批
组织县（市、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浙江学习
取经。下一步，邵阳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掀起
狠抓民营经济的热潮。拟于近日召开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评选表彰民营企业100强，出台一
系列优惠政策，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民营
经济的良好氛围，真正把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
为经济建设主战场，绩效考核、论功行赏主依
据，干部锻炼成长、提拔使用主途径。

同时， 要借承接产业转移东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最近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邵阳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邵阳将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以
最快的速度、最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最实的
工作举措，争当承接产业转移排头兵。产业转
移，邵阳最大的依靠是民营经济，最大的着力
点是发展民营经济。要发挥全球邵商优势，发
展壮大民营经济。邵商是湘商劲旅，是邵阳人
民的骄傲，是邵阳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支柱，
他们在海内外艰苦拼搏，自强不息，成为湖南
乃至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 在前不
久召开的第四届全球邵商大会上， 邵阳再次
向海内外邵商发出“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
动员令，在广大邵商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怀
揣着对家乡的赤诚，踊跃回乡，创业兴业。我
们深信有邵商的支持， 邵阳的民营经济定会
迸发出磅礴的力量。

“此外，还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龚文密说，邵阳市委、市政
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发展民营
经济。今年，一次性把属于市本级的220多
项审批职能下放给经开区。下一步，将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6个方面的政
策举措， 扎实推出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不
断完善减费、简政、融资、用工、维权等配套
措施，真心实意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澜

“准备，走!”12月15日，随着湘潭千智机器
人项目市场部经理李永江的一声命令， 一台
形似小坦克的特种机器人在试验场里灵活地
运动起来。它爬陡坡，越水池，穿沙场，最后按
规定线路回到原点， 神奇的本领令人叹为观
止。而赋予特种机器人“超能力”的，就是位于
湘潭高新区院士创新产业园内的智能制造企
业千智机器人。

李永江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研发了11种
适用于不同行业的特种机器人， 获得了20多
项专利。企业研发、生产的消防机器人、安保
机器人、 智能型服务机器人3大类产品中，有
的居国内领先水平，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获得武警、消防、军工等单位青睐，生产、销
售前景十分可观， 预计3至5年跻身国内特种
机器人行业前五位，年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千智机器人项目的发展， 是湘潭高新区
以重点项目为抓手，高质量建设“智造谷”的
一个缩影。

“智造谷”是对湘潭高新区形象而亲切的
称呼。2014年，国务院批复长沙、株洲、湘潭3
个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湘
潭紧随其后出台系列配套措施， 明确以湘潭
高新区作为全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智能制造

产业的核心区。“智造谷”由此得名。
在这片46.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集聚了

近千家企业，重点围绕智能技术研发、能源装
备、新材料、现代服务业、3D打印与大数据等
产业，着力打造“智造谷”的核心。

12月15日，室外寒风凛冽，当记者走进位
于湘潭高新区的新松机器人产业发展 (湘潭)
有限公司时， 感受到的却是科研人员奋力进
行科技攻关的火热气氛。

“我们将创造性地整合机器人产业、金融
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活配套功能，
打造五位一体的生态型智能制造特色机器人
产业园。”“新松”负责人介绍,自项目去年11月
正式动工以来，政府积极作为，企业全力以赴,
目前新松机器人产业园一期项目的征拆、杆
线迁移、雨水管改造、地勘等相关工作已全部
完成，首期场地平整工作也已完成，进入基础
施工。 建成后的机器人产业园将辐射长株潭
地区， 形成一个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集群。

如同新松机器人项目一样， 今年湘潭高
新区纳入省“5个100”的12个项目年计划投资
16.5亿元，1至10月共完成投资13.8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83.6%。

时变通讯5G雷达、3D打印产业化项目、
高端特种电磁线研发项目等实现竣工投产；
京东电商产业园正式开业，首期入驻70多家

企业；卢秉恒、李建良、黄诗亨、王元勋等科
技创新人才专家的项目均已落户并竣工达
产……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传来顺利进展
的喜讯，园区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智造谷” 的建设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支
持。2015年，湘潭高新区创立了中南地区首个
由院士主导的产业园，吸引了6名“两院”院士
设立院士工作站， 引进研发和产业化项目12
个，60余位科技领军人物接踵而至。

经过3年多的发展，院士工作站量子聚能
供氧材料项目填补了国内甲醛分解材料领域
空白， 多肽药物研发中心项目填补了国内多
肽靶向技术空白， 单克隆抗体项目填补了亚
洲区域空白， 石墨烯超级电容项目将大幅缩
短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依托院士创新产
业园， 湘潭高新区正逐步成为全市乃至全省
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

今年以来， 湘潭高新区还出台鼓励自主
创新、产学研合作等政策，园区企业创新创业
活力不断释放。该区专利申请、授权数量同比
增速都在两位数。

“我们将按照‘打造湘潭智造谷，建设自
主创新示范区’目标定位，进一步抓好新经济
培育、智能化改造、招商引资突破、重点项目
建设等工作，让‘智造谷’这片土壤更加肥沃，
招牌更加闪亮。” 湘潭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
说。

民营企业
有力量

书写民营经济
发展新篇章
———访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

———湘潭高新区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推进高质量发展掠影
———记者在项目

冬日暖阳
映叶红

12月17日，湖南烈士公园，
市民在火红的枫树下拍照。当
天，长沙市最高气温达15℃，市
民纷纷外出游玩， 享受冬日里
的温暖和美景。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王振亚 廖佚）15日上午，由湖南商务
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发起的“全国职业院校
乡村振兴协作联盟”在长沙成立，来自全国
各地的62所职业院校成为联盟成员单位，
专家学者等137人参会，湖南商务职院党委
书记周忠新当选联盟理事长。

该联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加强农村实
用技术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为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开展乡村振兴情况
调查与对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加强
职业院校乡村振兴交流与协作， 推动职业院
校协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承担政府相关部
门委托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咨询与服务；组
织开展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模式创新， 不断拓
展职业教育乡村振兴途径； 总结推广职业教
育乡村振兴经验与案例， 为职业院校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等。

为乡村振兴贡献职教力量

“智造谷”里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