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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在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 省科技厅发布了湖南省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和发展情况。 2018年全省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有望突破4500家，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预计占GDP比重超25%。

经过近几年的培育和发展， 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为经济稳增长提供了
新动能。 继2016年首次突破2000家、2017年
突破3000家后，2018年又有2000余家通过了
专家认定评审，并报科技部公示备案。 目前，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已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20.6%的比例， 实现工业总产值过万亿元；

总资产、营业总收入分别为1.7万亿元、1.29万
亿元，较上年增长均超过20%；实现净利润和
税费上缴额分别为779亿元、572亿元，分别较
上年增长43.0%、32.5%。

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
度为2.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2个百分点；
专利申请数、 有效专利拥有量分别较上年增
长31.7%和25.7%。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共有各
类研发平台1414个，较上年增长19.3%。 中低
速磁浮、虚拟轨道列车、1000千伏现场组装式
变压器、 激光烧结3D打印、IGBT等一批重大
技术成果， 均由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或承担关
键科研任务。

全省各市州、县市区相继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奖补政策，对首次和再次获批的高
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5万-50万元的奖补。
今年我省还首次实施企业研发奖补政策，其
中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和奖补金额占比均超
过8成。 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上，2017年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减免41.01亿
元，较上年增长31.65%；研发加计扣除政策
减免税19.9亿元，较上年增长9.8%。 2018年
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以来，全省共
评价入库企业2539家， 其中2098户享受了
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受惠
面达86.2%。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胡宇芬）
由院士专家和科技新闻工作者担任评委、
湖南省科技新闻学会组织评选的2018年
“湖南十大科技新闻”，今天在长沙揭晓。

“湖南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
1.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进加速。

湖南建设创新型省份获批， 科技部与省政
府举行部省工作会商会议协同推进建设。
同时，实施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并出
台财政奖补政策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2. 智能制造和绿色生产取得新进展。
全球首台全智能型混凝土喷射机在铁建重
工下线，助力传统隧道施工迈向数字化。全
球首款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由中联环境自
主研制成功，可完全替代人工。由三一国际
研制的全球首套纯水介质液压系统正式投
用，将大幅降低煤炭开采成本，实现井下水
资源零污染。

3.�国防科技大学取得系列创新成果。
我国新一代百亿亿次“天河三号原型机”在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首次亮相， 该机由国防
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将进入开放应用阶段。
国防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抗干扰天线基带
处理专用芯片， 为北斗导航系统成功智造
出“中国芯”。 国防科技大学自主设计研制
的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成功发射， 正式进
入在轨验证试验阶段。

4.�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在中
车株机下线 ，其设计时速提升到了160公
里，并采用3节编组，最大载客量可达500
人， 堪称世界首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
浮列车。

5.� 基础研究取得新进展。 2018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发布，湖南11人入选。
其中， 湖南大学谭蔚泓院士连续第五年入
选该榜单，并获“光谱化学分析奖”和何梁

何利奖。 湖南大学桂长峰教授与合作者破
解Moser-Trudinger不等式最佳常数猜
想。 南华大学吴端生教授团队培育出了我
省首个具有中国本土资源特色的新型实验
鱼类———实验红鲫C1HD系， 也是我国自
主培育的第二种淡水实验鱼类。

6.�医学新技术有突破。 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舒畅教授在印尼完成全球首例主动
脉创新覆膜支架系统植入手术。 湘雅二医
院器官移植团队原创新术式，大幅提高“极
低体重儿”供肾利用率，同时把我国在这一
领域直接推进到了世界最前沿的水平。

7.种业科技持续创新。 湖南农业大学
选育出机械化制种“经济型”小粒型杂交水
稻。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单位运用第
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 解决了现有杂交
水稻机械化制种特别是混播混收的机械化
制种技术的难题， 在同类研究中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长沙建“中国种业硅谷”，发布
10条政策推动创新。

8.�“超级工程”杭瑞洞庭大桥建成通
车， 其主跨长度在钢桁加劲梁悬索桥中排
名国内第一、世界第二。 同时，张家界大峡
谷玻璃桥获国际桥梁大会“亚瑟·海顿奖”。

9.�军民融合进程加速。 湖南首个北斗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军民融合8英
寸集成电路装备验证工艺线项目也在长沙
启动。

10.省科技重大专项“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协同创新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首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域慢病智能管
理与药品配送平台”正式上线，高血压等慢
病患者在家即可复诊，药品配送到家。该平
台在“医+药”的闭环式生态服务体系中首
次引入区块链技术，保障诊疗、处方开具、
药品配送过程的安全及可追溯。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易巧君 徐磊）记者今天从岳阳市人社局了解
到， 岳阳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生育保险和
职工医保合并实施的12个试点城市之一， 经过
近两年的试点收到成效，扩大了参保覆盖面，降
低了两险经办成本，减少了两险经办环节。

目前，岳阳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
36.9万人，全部同步参加了生育保险，在职职工

缴费费率为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与生育保险费率
之和，按9.5%的比例缴纳，其中单位缴纳7.5%，个
人缴纳2%。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各类灵活就
业人员共计5.8万人全部纳入生育保险范围，由本
人自愿选择按9%或6%两档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不缴纳生育保险费，仍享受生育医疗待遇。

完善了城乡居民参加生育保险的相关政
策。 全市城乡居民参保480.98万人，不缴生育

保险费但享受定额报销待遇， 从而实现了全
体城乡劳动就业人口的全覆盖。

据介绍， 试点后的岳阳市实现了统一参
保登记，扩大了参保覆盖范围；统一了基金征
缴和管理， 该市凡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单
位， 其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并缴纳相
关费用；两项保险按照统一规则直接报销，提
升了管理效率，全市72家定点医院，可以实现
生育医疗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直接联网结算。

据了解， 国务院关于生育保险和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
日前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报告显示，
试点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政策和运行模
式，可以用于全面推开。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余希）记者昨天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获悉，近
日该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教授团队， 在我省
第一次运用Cellvizio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完成
活体检查，将肝总管放大千倍寻找出癌变病灶。
这标志着我省对早期癌症检测达到全新水平。

长期以来， 极小的肿瘤病灶跟炎症的影
像特征很相像，磁共振、CT、超声检查常常难
以辨别早期极小病灶的“良”“恶”性质。 介入

检测也因不少细胞向壁内生长， 而不是向腔
壁生长，造成管壁内增厚，细胞刷检查难以刷
出，也无法检测。 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在省内
率先引进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可以把体内
特定组织表面的细胞、血管、基底膜及间质等
形态结构放大1000倍（常规内镜设备和放大
内镜只能放大80-140倍），检查的同时还可以
进行实时动态的组织学诊断。

12月24日， 王晓艳团队首次使用该设备

为一位70岁男性患者进行“活体病理”检查。
该患者因全身黄疸而被查出肝总管不明原因
的狭窄，半年来经过各类检查，仍无法确诊，
为此来到湘雅三医院就诊。 经共聚焦激光显
微内镜检查， 在被放大了千倍的肝总管里看
到了不规则的增粗血管及黑色团块状物质，
结论为肝总管癌，但没有任何转移。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早期癌症的准确
鉴别， 不仅可以及早地诊断癌症， 还起到了
“解除警报”的作用。 长期以来发现脏器中难
以鉴别的病灶，为保险起见总是“宁可错杀三
千”，其中大约15%以上为良性。有了这个检癌
“利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李送君）历时8年攻坚，湖南圣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圣湘生物”）研发的
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注册批件，可正式生产上市。

该款血液筛查产品可实现单管检测并
鉴别血浆样本中的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
炎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和2型
（HIV1+2）， 灵敏度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将
打破国内以进口产品主导的血液筛查市场
格局， 全面提高和保障中国以及全球的用
血安全、血制品安全。

在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和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临床诊断领域， 圣湘生

物的技术积累超过10年，相关核酸检测产
品临床应用达数千万人份。

此次获批的血液筛查产品， 采用多重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一种基因检测技
术），能精准检测国内同类产品较少覆盖的
HIV-2型病毒， 提高了血液筛查产品检测
艾滋病毒能力； 而且血液筛查效率较高，5
小时可完成576份样本的精准检测。

圣湘生物是国内基因检测领域龙头
企业，是全国首批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
示范中心，目前建立了传染病防治、癌症
防治、妇幼健康、慢病管理等系列产品线，
该公司致力将高端、 昂贵的基因检测技
术，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的科技惠
民服务。

我省今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预计占GDP比重超25%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有望突破4500家
2018年“湖南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圣湘生物新型血液筛查产品获批上市
5小时可完成576份样本的精准检测

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

岳阳“两险合并”试点见成效
扩大了参保覆盖面，降低了经办成本，减少了经办环节

肝总管放大千倍查癌症

我省对早期癌症检测达到新水平

相关链接

10起案件的违法主体
1.岳阳市江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湖南歇脚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 邵阳市皇家一号娱乐有限责任

公司
4. 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

公司
5.湖南松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6.衡阳市红德建设有限公司
7.衡阳市中顺物流有限公司
8. 衡阳市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9.张家界鑫宇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0.张家界冠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冠君涉外旅游大饭店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了2018
年第二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一共10
起。

为加大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惩
戒力度， 强化社会监督， 省人社厅依据人社
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
将部分市州、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查处的一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予以公
布。 公布事项涵盖了违法主体、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注册号） 或身份证号及地址； 法定
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 主要违法事实； 相
关处理情况等。

这10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主要
违法事实均为拖欠劳动者工资， 据统计，
10起案件的违法主体共拖欠797名劳动者工
资约1739.28万元， 被责令限期改正。 其中，
有7起明确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8起被移送公安机关。 涉案金额最高的为衡

阳市红德建设有限公司， 拖欠160名劳动者
工资8568410.12元。

湖南公布10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共计拖欠797名劳动者工资约1739.28万元，涉案金额

最高者拖欠劳动者工资850多万元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今晚，湖南省博物馆联合阿
富汗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打造的“来自阿富
汗的国宝”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按照年代顺序， 分别以阿富
汗的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
和贝格拉姆4处考古遗址为主题设置了4个
单元， 共展出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珍
贵文物231件（套），它们呈现了公元前3世
纪至公元1世纪阿富汗多彩的文明图景。

展厅内设置了“阿富汗匠人工坊”教育
活动专区。 展览期间，将举办“镜头里的黄
金神话”“手作台上的黄金国度” 系列教育
活动。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3月29日。

� � � � 12月28日晚， 市民在观看文物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吴章松 谢婷）成立仅3年，挺进全
国10强。 27日，记者从湖南新天地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获悉，公司今年预计实现营收
57734.6万元，利润7233.4万元；省内市场
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全省第一，进入
全国前十。

成立于2015年11月的新天地保安公

司，是重组整合全省市州保安公司的改革
平台，系省属国企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3年来，公司成功收购整
合长沙、湘潭、岳阳、常德、衡阳、湘西等保
安公司，从单一的武装守押业务，到目前
已发展成为集武装押运、金融外包、智能
安防、 社会安保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综
合性大型安保集团。

湖南新天地保安公司挺进全国十强

“来自阿富汗的国宝”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