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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崛起
新征程

02

农发行湖南分行助力精准扶贫
投放全国系统内首笔产业扶贫流动资金贷款

“衡变”大踏步挺进国际市场
计划3年内年出口额突破10亿美元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通讯员 梁可庭 记
者 周月桂）近年来，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

公司（简称“衡变”）积极“出海”，在变压器等产
品出口海外的同时，还以总承包方式在海外建
起多个电站。3月29日，
“开放崛起新征程”采访
团走进衡变，探访其国际化之路。
高30余米、体型庞大似一艘轮船的变压器
伫立在厂房内，这是全球容量最大、电压等级
最高的现场组装式变压器。衡变总经理种衍民

介绍， 这台1000kV级现场组装式变压器由衡
变自主研发，是变压器家族中的王牌产品。
从2001年开始， 衡变迈开国际化步伐。
年出口额从起步时的几十万美元， 到几千万
美元，再到2018年的7.1亿美元，衡变国际化
的步子越迈越大。现在，该公司国际业务贸易
订单占到公司订单的40%以上， 所生产的变
压器卖到墨西哥、越南、菲律宾、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等40多个国家。

“自治州有了‘深圳速度’”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改善营商环境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从签约到正式投产，只用了4个月，创造
了行业奇迹。”
“管委会负责人蹲守在现场办公，半天时
间，就解决了厂房的电力问题。”
3月28日，“开放崛起新征程” 采访团来
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 在走
访企业时， 负责人对园区的办事效率纷纷竖
起大拇指。
湖南星际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肖
云感慨：“真没想到， 自治州有了‘深圳速
度’！”
星际动力是一家生产动力电芯、 锂电池
等新能源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60%的产品
出口至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年8
月开始， 企业将一期厂房从深圳转移到自治

州，仅4个月时间便正式投产。
肖云指着两栋新厂房告诉记者， 企业
正准备把深圳的二期和三期生产线转移到
这里，园 区 提 供 了 标 准 化 厂 房 ，水 、电 等 基
础设施完善， 让企业真正实现了“拎包入
驻”。
记者看到， 星际动力第二期厂房内的自
动装备线已经安装就绪，5月即可投入生产，
届时， 企业在深圳的生产线和研发中心将转
移至自治州，移动电源、太阳能电池组、新能
源汽车电池组等高端新能源成品， 可以直接
从自治州出口至世界各地。
据经开区负责人介绍， 凭借园区招商引
资的诚意和效率，2018年， 经开区新签约项
目41个，其中投资过亿工业项目7个，经济聚
集效应和园区平台载体作用日益明显。
2018年11月，自治州被纳入国家级承接

复制大湾区的营商环境
—访衡阳市副市长周玉梅
——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可庭

“衡阳要开放崛起，就要更好地融入大湾
区。” 3月29日，衡阳市副市长周玉梅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衡阳不仅要承接粤港澳大
湾区的产业，还要吸引大湾区的人才到衡阳，
把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复制到衡阳。
“近两年，衡阳的产业承接门槛更高了。”

周玉梅介绍， 深圳的比亚迪轨道交通智能制
造基地就落在衡阳；衡阳还引进了华侨城，通
过国企混改模式， 成立了湖南华侨城文旅公
司；同时承接了深圳科技工业园，政府和科技
园合作，在衡山科学城建立一个新的、类似于
“飞地”的产业园区。
为将更多产业链延伸进衡阳， 衡阳在
“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

衡变在一些国家已具备电力工程总承包资
质。 种衍民介绍，“一带一路” 许多国家电力匮
乏，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衡变这样的中国企业去
建设电站。2018年，衡变与伊拉克、乌干达、津
巴布韦、多哥等国家签订了电站总包等项目，其
中， 仅伊拉克一个项目就达20亿元人民币。种
衍民表示，衡变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年出
口国际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未来还要把市场
拓展到欧美发达国家。

产业转移示范区，州内园区除了给企业提供“无
微不至”的服务和“使命必达”的办事效率，还千
方百计助力企业壮大发展。
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泸
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企业依托泸溪当地丰
富的钒资源和上游原料供应企业， 生产钒氮合
金、钒铝合金等附加值高的新材料，广泛出口到
欧洲、 澳大利亚和东南亚，2018年实现出口额
760万美元。
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春雨告诉记者， 泸溪高新区多次带园区企业
去株洲等地考察， 帮企业与当地的相关上下游
企业对接，拓展市场，目前，园区内已经聚集11
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 新材料产业集群基本形
成。
自治州副州长向清平表示，接下来，自治州
还将为中小企业打造融资平台， 加速推动湘西
海关和公路口岸通关一体化进程， 进一步简化
投资审批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随着自治州承接产业转移向纵深推进，这
块留得住乡愁的美丽土地， 以其不断优化的营
商环境，将吸引并留住更多企业。

周”，计划拟签约项目43个，引进资金278亿元。
为引进高层次人才，2018年，衡阳市委、市
政府下发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制定“人才雁阵”行动计划，实施“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育工程”，给予
高层次人才的购房补贴最高达100万元， 生活
补贴每年最高达到30万元，对引进的国内外顶
尖人才团队，给予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
“衡阳正在积极复制大湾区的营商环境。”
周玉梅介绍，衡阳通过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
改革，让公共资源的交易越来越简化、公开化、
透明化。同时，衡阳引进了许多物流企业，未来
要实实在在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交警大比武
3月29日， 长沙公安交
警在湖南烈士公园南门广场
举行队列与交通警察手势大
比武，12支队伍、168名选手
参加了队列动作、手势信号、
讲评和警容礼仪四个项目的
比拼。长沙市开福大队、雨花
大队、指挥中心、天心大队获
得前4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荨
荨（上接1版①）
我省是林业大省。自2018年8月起，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与
岳阳林纸密切合作，积极创新林业投融资机制，发挥开发性金
融的推动作用。双方针对林业投资金额高、周期长、风险较大等
特点，设计了大额度、长周期、低利率的国家储备林专项贷款。
荨
荨（紧接1版③）集团销售收入从成立初的14.7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128亿元， 资产总额从12.9亿元增长到110亿元，
累计实现利税76.99亿元。2018年，集团位列“湖南企业100
强”第31位。
2017年，湖南黄金集团100吨黄金精深加工、黄金进口加
工贸易项目在长沙经开区开工， 该项目投产后将填补湖南及
中西部黄金深加工产业空白，通过整合省内黄金产品资源，完
善集团黄金产业链，促进全省黄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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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荨（上接1版②）
浩鲸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数据智
能科技公司，由阿里巴巴和中兴通讯共
同投资，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
多家运营商以及政府部门、行业客户建
立合作关系。 公司区域经理王刚介绍，
长沙作为浩鲸科技的研发中心之一，目
前拥有700多名工作人员， 未来3年人
员将翻3番，致力于为智慧城市、智慧政
务等领域提供更多优质的解决方案和
产品服务。
智慧医疗是未来发展趋势。湖南乐
准智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
来自国防科大，基于在电子芯片领域的
多 年 研 究 ， 开 发 出 一 种 生 物 芯 片 IVD
（体外诊断）。 生物芯片上有微管道、微
反应器，如同将一台需要一个房间摆设
的常规验血设备，“缩小”至一台计算机
主机大小， 而且验血所需时间大大缩
短，有助于解决医疗资源下沉在诊断环
节中遇到的标本量不够、诊断不准确等
问题。
人们上医院做一次常规体检，可能
需要花上大半天甚至一整天。而新云网
公司推出的智慧健康亭，让人们只需走
进一个类似电话亭的“小房子”，大约20

湖 南 日 报 3 月 30 日 讯 （通 讯 员 朱 咏 哲
王一鸿 记者 奉永成 ） 昨天，农发行湖南

分行为湖南潇湘茶叶有限公司发放了产业
扶贫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支持该公司
在全省贫困地区发展茶产业。 这是农发行
今年开办产业扶贫专项信贷产品后， 在全
国系统内为扶贫产业投放的首笔流动资金
贷款。
支持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扶贫。今年，
农发行系统在全国范围推出产业扶贫专项
信贷产品，农发行湖南分行积极对接，制定
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 行业优势企业在贫
困地区发展生产基地、收购农产品、建立扶

2019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绚丽开幕
吴桂英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湖 南 日 报 3 月 30 日 讯 （ 记 者 周 勇 军
姜 鸿 丽 通 讯 员 佘 中 秋 ）3月30日，常德桃

花源景区桃花娇艳，人流如织。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常德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2019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暨春耕开
犁典礼，在3万余名嘉宾和游客的注目下拉
开序幕。在两个月的旅游节期间，游客们可
感受到“桃花春色暖先开， 明媚谁人不看
来”的诗画意境，也可做“武陵渔郎”，体验
耕读传家的文化。 副省长吴桂英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开幕。
在桃花广场主会场，一首欢快的歌舞

打造新高地，让产业更智能
“以前是研发决定生产，现在变为客户
体验决定生产。”在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电商负责人楚铁超看来， 迅达自去年
入驻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并开设京东
自营店后，不仅线上销售实现3倍以上的增
长， 更重要的是京东大数据的应用正在推
动这家传统厨电企业转型升级。
楚铁超介绍， 迅达的灶具主要采用不

《心中的桃花源》拉开序幕，桃花源旅游目
的地IP形象“陶小桃”和“鹊喜喜”穿越时
空而来，萌化了现场游客。一曲新民乐《桃
花源记》，融合丝弦、说唱等多种元素，生
动演绎了世人对桃花源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
“开犁啰！”在秦谷分会场，与会嘉宾共
同点燃象征希望的春耕之火， 解开耕牛红
绸，4头耕牛开犁，祈祷一年四季风调雨顺，
把桃花源的农耕文明诠释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 常德市音乐旅游广播频道
开播，梦圆桃花源中国福利彩票全国首发。

湖湘自然笔记

翩 翩 白 纸 扇 ， 玉 叶 托 金花

异形玉叶金花。
牟村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5片叶状白苞片，如翩翩白纸扇，托着
金色花瓣， 又纯真又华美……异形玉叶金
花， 这一珍稀美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
物，自80多年前首次被发现后，再没有人
采得确切的标本， 前不久被湖南的植物学
家在湘西找到， 目前正准备进行DNA测
序。
1936年，植物学家在广西金秀大瑶山
采集到一种特别的植物， 细枝柔软，5片雪
白的苞片，金黄色的花瓣。
1941年，著名植物学家李惠林先生根
据这一采自广西金秀大瑶山的标本， 发表
了新物种“异形玉叶金花”。这个种的特点
是，5个萼裂片均扩大成叶状， 具有很高的
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极其少见。
1999年，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公布的
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 将异形
玉叶金花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但是，自
从该植物被发表后， 没有第二人再采得异
形玉叶金花的标本。 科学家在多次调查后
发现， 异形玉叶金花在许多原有的分布地
点已找不到野生植株， 也没有发现新的分
布地点。
其间， 植物学家通过原始描述和标本
比较， 将异形玉叶金花处理成了大叶白纸
扇的异名， 异形玉叶金花不再成为独立的
物种。
后来人们常常将异形玉叶金花与大
叶白纸扇混为一谈。近年来，贵州也有报

产业变革发力“
抢跑”
分钟就可以自助完成血压、血氧、心电、人
体成分等14大项、36小项的身体检查，拿
到一份精准的个人健康报告。
湖南新云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刘翰博介绍，公司以“透明计算”技术为
基础自主研发的智慧课桌、 智慧健康亭、
内外网安全隔离终端、 分布式存储等产
品，已在市场得以应用。“透明计算”是一
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计算模式，透明计算系
统数据都保存在服务器上，终端不留存敏
感数据， 大大降低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同
时可兼容多个系统，临时断网也可持续使
用。

贫车间、与当地企业合作等措施，引导发达
地区优质客户产业链向贫困地区辐射和延
伸，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
茶产业是我省的传统产业， 也是近年
来我省大力发展的扶贫产业之一。 农发行
湖南分行制定“短、中、长”三类信贷资金组
合，为从事茶产业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一
揽子”专项融资服务方案。此次为产业扶贫
投放的这笔流动资金贷款， 主要用于湖南
潇湘茶叶有限公司在保靖县、吉首市、会同
县、江永县等贫困地区发展茶叶基地，与贫
困农户建立“公司+基地+农户”产业扶贫
模式等。

锈钢材料，质量可靠，但高温下会有轻微变
色现象。入驻京东自营店，京东会对企业的
品牌、 质量、 售后进行严格把控和跟踪管
理。通过收集用户体验信息，京东对迅达提
出工艺改进的要求。随后，迅达在灶具所用
不锈钢材料中增加了高温材料， 改善了材
料变色的问题。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
毫米波雷达，可应用于智能驾驶、无人
机、安防监控等多个领域，市场前景不可估
量。长沙莫之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目前
国内唯一实现79GHz毫米波雷达量产企
业。公司董事长陈浩文介绍，公司核心团队
的9名博士，是全球最早一批多发多收雷达
体制的研究者。 公司自主研发的毫米波雷
达传感器智能应用产品， 在核心部件天线
设计与算法、软件上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
因此获得国内知名产业投资机构数千万元
投资，去年9月开始量产，目前已获得中车
等多家企业的订单， 预计今年营收可以达
到5000万元。
万物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

道发现异形玉叶金花， 但往往配图却是
玉叶金花或者大叶白纸扇， 报道真实性
有待确定。异形玉叶金花，没有了确切的
形迹。
去年7月，省森林植物园湖南本土植物
全覆盖项目组在吉首调研时，发现了一株5
片苞片的“玉叶金花”。
“会不会是消失多年的异形玉叶金
花?” 省森林植物园牟村博士心中一动。通
过采集标本回来比对， 牟村确认是异形玉
叶金花。 这株异形玉叶金花标本，5个花萼
裂片全部扩大成叶状， 与大叶白纸扇非常
相似， 但每一个增大的花萼裂片均要比大
叶白纸扇的叶状花萼裂片大。
“仅凭标本描述和一些园艺变异现象
将异形玉叶金花处理为大叶白纸扇的异
名，证据不够充分。”牟村有意为这种美丽
的植物“正名”，准备通过DNA测序，进一
步确定异形玉叶金花和其他近缘种的关
系。
不过， 无论异形玉叶金花是否只是大
叶白纸扇的畸变个体， 其研究价值和观赏
价值都不容忽视。牟村表示，将进一步进行
遗传学实验，扩大繁殖种苗，让世人重睹这
一消失了多年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的
风姿。
【生物小名片】
异形玉叶金花，茜草 科 ，玉 叶 金 花 属 攀
援灌木，原产广西，中国 特 有 物 种 ，濒 危 种 ，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正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 转向下半场的
产业互联网。站在产业互联网的风口，我省
发力“抢跑”。
长沙孚中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工业企
业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提供智能
装备后市场服务。旗下“工业魔方”平台，拥
有200多家供应商、1800家中小企业注册
用户， 自去年12月上线以来业绩增长保持
在35%以上。
正如“工业魔方”这个名字所展现出来
的， 孚中数据科技公司的目标是给传统制
造业带来变化， 实现整个产业链的价值重
构。公司负责人吴抒恒介绍，未来平台要连
接起大量产业上下游企业，实时采集、分析
数据，采用分时租赁、融资租赁等方式，先
解决有毒、有害、重体力工作机器替代人的
工作，再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手
段， 让散落在各个工厂车间里的闲置机器
设备高效率运转起来。
2018年9月、12月，省政府办公厅接连
出台 《关于进一步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政策措施力度相当
大，着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努力打造全国移动互联网产
业、“互联网+先进制造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