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今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聚焦长沙，播出题为《湖南长沙：全力打造
“智造”之城》的新闻，生动报道长沙市瞄准
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给自己的定位，
围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
“智造”之城。

据央视报道，一季度，长沙高新区工业
总产值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22%。综合
实力在168个国家高新区中跃升至第12
位，成绩喜人。可前几年，高新区还面临产
业附加值低、科创水平不强的瓶颈。企业亏
损面曾经一度高达30%。高新区的困境，也
是整个长沙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迈的“坎
儿”。如何打破困境，长沙清醒地看到：制造
业在经济格局中占了近40%，重化工业少，
转型有基础。

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康小平告
诉央视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的时

候，对湖南有一个定位，湖南作为东部沿海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
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的结合部。作为“一带
一部”的省会城市，一是以智能制造为统领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产业的转型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一重工是长沙最早尝试智能化改造
的企业。“花园式”的18号厂房内，每条生产
线可同时混装30多种机械设备；一小时就
可下线一台泵车。自主研发的“黑匣子”催
生了智能化产品，已售设备的任何操作，数
据都可回传云端。

目前三一重工的数据库， 连接着世界
各地56万台工业设备，回传存储了数千亿
条大数据，并孵化出大数据公司。目前已赋
能200多家企业， 开拓年均超百亿元的新
业务。2018年三一创收558亿元。

为了引导更多企业智能化改造，2015
年，长沙发布《智能制造三年 (2015-2018
年)行动计划》；2017年，提出《建设国家智
能制造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2018年，出台《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智能化
技术改造的若干政策》。

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处处长唐
懿表示，（传统企业） 生产周期能够缩短
20%，效率能够提高20%，不良品率能够降
低20%，对长沙以后抢占制造业的制高点，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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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2019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月2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对各国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共同把握
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处理好大数

据发展在法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

发展，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
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新的
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希望各位代表和嘉宾
围绕“创新发展·数说未来”的主题，共商大数
据产业发展与合作大计， 为推动各国共同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周玉意 马永忠

初夏的邵阳万物并秀，生机盎然。记者穿
行沪昆高速公路邵阳沿线， 见一个个工业园
区快速崛起，一家家企业生产、经营红火。以
前的山岭野地， 变成了厂房密布的现代工业
重地。

最近，邵阳市对外宣布：肩负省委、省政
府重托，经4年多持续发力，该市“沪昆百里工
业走廊”基本建成。沿线7个省级工业园区入
园企业达1976家， 其中规模工业企业855家。
技工贸总收入自 2014年以来 ， 年均保持
14.15%的快速增长。去年，在全省“135工程”
综合考评中，邵阳市名列榜首。

交通动脉变身工业聚集区
2014年6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赴邵阳调研，首次提出创新创业“135”战略构
想，即支持100个创新创业园区、新建3000万
平方米以上标准厂房、 引进5000家以上创新

创业企业，鼓励、支持邵阳利用力量强大的全
球邵商资源，带头先行先试，建设“湘商产业

园”，为全省创造可复制的经验。
荩荩（下转6版）

中部六省水道纵横、山峦叠翠，属于中
国的“生态重地”“环保屏障”。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部地区崛起必须是绿色崛起，
要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 强化环境建设和
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
展的美丽中部”。这一重要论述，为湖南坚
持生态优先、 实现绿色崛起指明了方向路
径。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 生态是湖南
最大的资源。这些年来，湖南以“一湖四水”
为主战场， 扎实推进长江岸线保护治理和
生态修复，深入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
重点工程” 和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行
动，强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污染
防治攻坚战取得了积极进展， 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尤其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关停并转了一大批落后污染企业， 力度之
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扫了战场、创造了条件。“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之间，正逐渐呈现出清晰的“微
笑曲线”。

同时也应看到， 作为有色金属矿业大
省，湖南重金属污染等环保欠账较多，全省
96%以上的区域属于长江流域， 污染防治
任务艰巨； 产业结构偏重、 重化工占比偏
高、 区域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不均衡等问题
尚未根本解决，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
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逆水行舟用力
撑，一篙松劲退千寻。”越到这种夺关闯隘
的关键时候，越要咬紧牙关、毫不退缩。事
实上， 无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提出的“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保护好”“守护好一江碧水” 等指示
精神，还是坚持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都要求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如果仅仅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
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 以牺牲环境换取经
济增长的念头， 实现湖南绿色崛起就无从
谈起。 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应自觉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校准思想行动， 坚持正确政
绩观， 真正把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
理念内化于心、践之于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解决好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既是改善环
境民生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施绿色崛起的

当务之急。这需要我们突出“一湖四水”系
统联治，解决水污染、水生态、水资源、水安
全问题，力争早日重现“漫江碧透、鱼翔浅
底”的景象；以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为重点，打好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以固体废物处置与加工利
用为重点，打好净土保卫战，保证“米袋子”
“菜篮子”“水缸子”安全；以城乡污染整治
为重点，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加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使老百姓享有鸟语
花香、田园风光。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 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加强生态修复、推进污染
防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统筹兼
顾、整体施策、系统联治。既要统筹好左右
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又要统筹
好水、路、港、岸、产、城等各方面发展，达到
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 从当前正在推进的
三大攻坚战来说， 污染防治也需要与其他
两大攻坚战一体推进、形成联动。比如，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 防止各类生态环境风险
积聚扩散， 本身就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我省贫困地区大都
生态良好，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发展生态旅
游等绿色产业， 也将有力带动贫困人口脱
贫。 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生态建设
之道，将为以环境治理留住绿水青山、用绿
色发展赢得金山银山打开广阔空间。

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在经济结构和发展
方式。推动绿色崛起，根本在于强化源头治
理，以发展方式的“脱胎换骨”求得生态环
境的根本好转。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各方面， 融入新
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全过程，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坚决摒弃“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
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在生态
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以强制性、约束性
标准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促进
产业高端化、循环化、绿色化，提升经济发
展的“绿色含量”。我省老工业基地清水塘、
竹埠港、合江套、水口山，过去因设备陈旧、
污染严重而饱受诟病， 如今在搬迁中改造
升级，迎来了破茧成蝶的新生。培育壮大节
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产业，发展
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实现
降低污染排放负荷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
良性循环。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美丽湖南，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路子， 湖南就一定能够实现绿
色崛起， 为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作出
更大贡献。

坚持生态优先
实现绿色崛起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冒蕞）今年是
中俄建交70周年。5月23日，中国长江中上游地
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
事会第三次会议， 在俄罗斯切博克萨雷市召
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
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二次会议分别于2016年6月、2017年7月在俄
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6省市和俄罗
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 萨马拉州等14个联
邦主体作为理事会成员共同参加。

许达哲在发言中说，近年来，湖南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致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 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
发展，湖南与俄罗斯交流合作全面加强，尤其

是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交流合作成效明
显，共缔结友好城市2对，科教、文化、旅游交
流日益深入，增进了两地人民福祉。

许达哲说， 湖南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合作前景广阔， 将在中俄友好交流合作框架
内，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
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添砖加瓦。
希望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聚焦先进制造、新材
料、资源与环境、现代农业等领域，开展协同
创新、共享科技成果；深化重点产业合作，发
挥湖南制造大省优势，推动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电子信息、通用航空、农产品加工等行业
企业间合作；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发挥湖南教
育、人文优势，用好“汉语桥”平台，继续支持
湖南师范大学与喀山联邦大学合作办好孔子
学院，加强高校本科教育合作，推动红色旅游
合作，精心办好今年7月在湖南举行的第六届
中俄“长江—伏尔加河”青年论坛，促进文化

交流互鉴；拓宽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发展好
友城关系，落实双边合作协议，发挥湘欧快线
的经贸带动作用，扩大进出口规模。真诚欢迎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各方面人士访问湖南、
投资湖南，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会上， 我省分别与俄罗斯联邦楚瓦什共
和国、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莫尔多瓦共和
国签署经贸、科技、人文领域的合作协议。

参会期间， 许达哲还分别同鞑靼斯坦共
和国总统明尼哈诺夫、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
长莫罗佐夫、 楚瓦什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莫
托林、莫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主席苏什科夫、萨
马拉州政府代理主席库德里亚绍夫进行了会
见交流，向他们推介了湖南省情和发展优势，
就畅通沟通渠道、巩固友好关系、扩大经贸往
来， 精准务实推进湖南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
区在产业发展、现代农业、红色旅游、教育、人
文等领域交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 � � �邵阳经济开发区湘商产业园一角。（资料图片） 申兴刚 摄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许达哲出席会议并发言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长沙：
全力打造“智造”之城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开辟赶超新战场
———来自邵阳“沪昆百里工业走廊”的报道之一

5月26日中午， 市民乘坐
长沙地铁4号线列车出行。当
天，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
正式载客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相关报道见3版）

长沙地铁4号线
载客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李治 王文 李曼斯 陈新
通讯员 胡谦

随着长沙地铁4号线正式载客试运营，途
经湖南师大站和湖南大学站的麓山南路周边
交通同步优化升级。5月26日起， 麓山南路实
行由南往北单向通行， 北往南设计为大客车
专用车道，禁止小汽车驶入。

一处处醒目的蓝白色交通单向限行标
志、 一张张崭新的公交线路图……绿色、慢
行、 立体的交通优化网络从麓山南路铺就开
来，宜居、宜业、宜学、宜行的愿景在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变为现实。

告别嘈杂， 还师生一片宁静
安全的校园

位于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的麓山南路
全长约5.4公里，依次连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和湖南师范大学，路上绿树成荫，风光旖旎，
曾为无数学子留下深邃美好的回忆。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麓山南路车
流量大，人车混行现象普遍，不仅给高校师生
的出行安全带来较大隐患， 也给城市交通造
成一定压力。为此，大学科技城高校教师不止
一次发出倡议， 希望能把麓山南路改造成校
园路。

“呼吁了10多年，这次终于能够还学生们
一个安静的校园了。”得知麓山南路实行单向
通行， 一位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的王姓老师
抑制不住激动之情。

当记者沿着麓山南路由南往北体验大学
科技城交通状况后，也发现学生三五成群，充
分享受着城市绿道带来的安全感。

荩荩（下转2版①）

一“麓”向北 绿色畅行
———长沙麓山南路改单向通行，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内网+外网”公交出行更便捷

■短评
限行是必须，后续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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