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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戴鹏）株洲高新区今天对外公布，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18年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
果， 株洲高新区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五星级示范基地； 在一季度园区规模
工业增加值排名中， 该区以16%的增幅
领跑全省省级以上产业园区。

株洲高新区是株洲经济增长最具活
力的增长极。园区聚集了轨道交通、通用
航空、新能源汽车等3大动力产业，以及
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食品

等3大基地。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24
个，省级企业创新技术平台84个，各类创
新创业场地200万平方米。

好平台汇聚各方创新主体。罗安、吴
澄等15位院士先后在园区设立工作站，
朱强、刘正白等一批专家来园区创业。由
院士专家领衔的智能轨道快运系统、高
速列车轻质长寿命碳陶复合材料制动
盘、 智能高效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等高端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相继落户园区。 武汉
理工大学、 山西能源化工研究院等也在

园区设立创新成果转化基地。近两年来，
共认定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87
项。

创新成果快速变为新动能。刘正白、
朱强领衔的铝镁合金半固态压铸成型汽
车零部件技术、 株洲锐辉的航空发动机
高压涡轮叶片修复技术、 德智新材的环
保新型复合材料技术等， 相继在园区
完成研发孵化、量产。中科院、清华大
学等知名科研院所、 高校的专家团队
与株洲企业合作， 大批科研成果在园
区转化量产。 轨道交通产业是国家首

批10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之一， 园区围绕
轨道产业链引进大批企业， 其创新成果
得到及时孵化、量产，成长为新动能，使
轨道交通产业七成以上产品实现本地配
套。今年一季度，园区3大动力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9.4%，拉动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幅增长7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罗毅 严万
达 通讯员 李勇 杨雄春）蓝山县摄影爱好者
黄永翔拍摄蓝山县城10余载，10年前， 镜头
里多是低矮的老房子、小工厂、蜘蛛网般的电
线等。这些年，他照相机里的画面日趋和谐：
绿意盎然的沿河风景、晨曦中的夔龙公园、宜
居又宜业的产业新城……这是提质升级给
蓝山县城带来的“颜值”巨变。

近年来，蓝山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

经营城市的理念，全力打造“湘粤对接第
一城”，提升宜居宜业幸福指数。该县高
标准制定县城总体规划， 完善综合交通、
绿地系统、给排水、环卫设施等公共基础
设施，提高城市承载力。坚持推进老城提
质、新城提速，升级老城功能，实施新城西
区开发，促进产城融合。全面启动生态修
复、城市修补工程，重点实施黑臭水体整
治、背街小巷改造、农贸市场升级、公厕建

设等民生工程。 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重
拳整治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乱象。仅今
年，该县安排城市建设项目44个，总投资
109.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6亿元。

同时， 蓝山县在城市建设中立足当
地人文山水特色， 推进舜水河湿地公园
和沿河风光带建设， 建设塔下寺文化广
场等一批休闲广场和街旁绿地， 让老百
姓开窗就能见绿色，出门就能进公园。

“提质升级，让蓝山县城颜值更高、
气质更佳、活力更足。”蓝山县委宣传部
负责人说。每当夜幕降临，蓝山县城华灯
齐放， 绚烂的夜景尽显诗情画意。 广场
上，人们歌舞相伴，欢声笑语，一片和谐
景象。 城市品位提升， 激起返乡投资热
潮， 总投资60亿元的省重点建设项目蓝
山县皮革皮具生态智慧产业园已新签约
皮具项目17个，签约资金达17.3亿元。

全省首家智能加油站
亮相株洲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戴鹏）油站门口智慧屏幕
引导车流，加快汽车加油效率；车牌+人脸识别自动支
付……今天上午，在中石化2019年公众开放日株洲石油分
公司活动现场，全省首家智能加油站惊艳亮相。

据介绍， 一个加油站不同油品往往都设置有多个加油
机，但因为没有有效引导，使车辆经常积压在同一个加油机
前排队，造成油站资源浪费。车主加完油以后落伍的付款方
式更是让油站的效率低下。为此，中石化株洲石油分公司倾
力打造了全省首个智能加油站，设有8个智能加油位，并通
过进站口的智慧大屏幕进行车流引导。“车辆一进入油站，
智慧屏幕便指示引导车辆前往空闲加油机进行加油， 智慧
屏幕上还显示着各类油品当日的单价， 让车主一目了然。”
长岭加油站工作人员说。

记者观察到，车主在加油前可预先开通自动支付服务，
输入车牌信息和加油类别。 车辆进站后加油站会自动识别
车主预先填写的车牌，并读取车主的油品偏好，自动查询车
辆过往加油习惯，车辆进站即可加油。该加油站还特别设置
了自动支付专用通道，为自动支付用户提供专享服务，即使
在高峰期依然可以做到顺畅通行。加油结束，车牌和车主人
被自动双重识别验证通过后， 油站便自动完成该车辆的油
费结算并扣款，扣款成功后还将向车主发送支付凭证，车主
直接离场即可。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曌 )今日，湘潭市“智造莲城”创
新成果转化项目路演活动在湘潭经开区举
行。8个重点展示的精品项目受到投资人青
睐，现场达成2.7亿元投资意向。

近年来，通过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布局并大力推进智造谷、汽车城、
军工城、文创城“一谷三城”建设，湘潭市产业
基础不断培实，科创优势愈发凸显，积聚了一
大批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创新成果。

为畅通、 夯实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 湘潭市决定由科技系统
牵头组织，配套建立投资专家库、优质项
目池，选择若干科技服务单位和各园区、
县（区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作为
承办主体，每月举办一场主题突出、特色
鲜明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路演。

当天的活动以现场路演、嘉宾提问、
投演互动的方式进行， 现场共吸引52家
投资机构参加。同时，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官方路演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面
向全国上万名专业投资专家进行路演。
据了解， 获得意向投资的项目将签订意
向投资协议，入库湘潭市“智造莲城”创
新成果转化优质投资项目名录， 落地后
还可获得湘潭市相关政策支持。

回雁峰下忆船山
中国（衡阳）船山书院文化旅游周启幕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陈翰飞 丁梦芝）今日，中国（衡阳）船山书院文化旅
游周在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启幕。 雁峰区是王船山先生的
出生地和成长地，也是船山思想的主要传播地和研究地，清
朝末期，后人为纪念王船山而在东洲岛建立船山书院，并依
托其致力弘扬王船山思想，一度有“学在船山”之称。现在，
船山书院也是衡阳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
重要平台。

作为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活动的开篇之作， 中国
（衡阳）船山书院文化旅游周以“雁城衡阳，展翅飞翔；船山
有道，头雁领飞”为主题，包括开幕式、“论中国书院文化传
承与创新”船山书院文化大家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
目现场录制、《薪火东洲》文艺晚会等板块，招商引资签约、
船山纪念邮票展、 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等活动也将于近日
同步举行。

当天， 雁峰区现场签下中核医疗产业园暨康养示范中
心、金茂健康文旅城项目等7大项目，协议总投资额约650亿
元。该区还发布了历史人文一日游、文化地标一日游、抗战遗
址一日游等3条旅游线路推荐，据介绍，当前雁峰区正着力推
进观光、游览、体验等各个旅游产品的升级，打造一批优质景
区、文化大戏、地域品牌，不断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旅游吸引
力和竞争力。

北塔区智慧养老“一键启动”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曾伟 谢

谨阳）“张阿姨， 一旦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或突感身体不适，只
要按下按钮，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帮您。”5月29日，邵阳市
北塔区状元洲街道社工李红梅，正在耐心地向89岁的张桂芳
老人解释如何使用智能呼叫器。当天，北塔区智慧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项目———智能贴心呼叫器项目正式启动。

今年来，该区创新社区管理和养老服务模式，利用“互
联网+养老”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点单”、线下“服务”，将智
慧养老送到广大老年人“指尖上”。

北塔区60岁以上老人占全区总人口的近20%， 属于中
度老龄化社会。该区采用“政府引导、社会运营、专业服务、
社区联动”的运营模式，以辖区空巢、失能老年人需求调查
结果为基础，建立了“颐养在线智慧医养云平台+养老服务
监管平台+手机端居家服务系统+智能贴心呼叫器”服务平
台。 通过平台， 帮助老人直接对接医疗机构及养老服务资
源。 同时建立健康养老数据管理和智能分析系统， 构建起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据悉，首批有1200名老人接受了平
台服务。

状元洲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锋介绍，该街道按照“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总体思路，率先推出

“党建+智慧养老”模式。通过发动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
和社会组织，组建起“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养老服务
机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空巢、失能老年人”的新型“家
庭”关系。老人只需点击按钮，即可享受党员服务、生活服
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等多种上门服务，其中参与服务的
志愿者有680余人。

创新驱动，新动能发力

株洲高新区：活力充盈增长强劲

开窗见绿色 出门进公园

蓝山：县城提质升级“颜值”巨变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李平 钟明作

5月28日， 走进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甘棠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两
栋灰白相间的楼房整齐排列。干净整洁
的小区内， 三三两两的群众在悠闲散
步，脸上笑容绽放。

村民伍晓艳说，一年前，她们一
家还生活在甘棠镇地灵村的大山里，
现在一家人搬到镇上住进了新房，自
己还在县甘太工业园打工赚钱，新家
周边学校、市场、卫生院等公共服务
设施一应俱全。

在靖州各安置点，记者听到许多搬
迁户讲述的故事。

挪穷窝，山里人变“街上人”

杨家辉原是该县坳上镇戈盈村村
民，多年前因开车发生事故致贫，只能
借助拐杖步行。搬迁到镇上后，帮扶干
部帮他在坳上学校附近开了一个小卖
店。

“以前全靠低保吃饭，现在搬出大
山，小卖店每月收入一两千元。”杨家辉
笑着说。

在环境优美的藕团乡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藕荷新苑，外地媳妇俞秋芳在
打羽毛球。在搬来藕荷新苑前，俞秋芳
一度觉得自己是“上错花轿嫁错郎”，夫
家的村子山高路远，耕地少又贫瘠。

2017年，村里40户186人“拎包入
住”藕团乡“街上”的藕荷新苑，成为了

“街上人”。俞秋芳也从心底认可了自己
的“靖州人”身份，她笑嘻嘻地对记者
说：“街上交通方便、读书方便，买东西
也方便。”

改 穷 业 ， “泥 腿 子 ”变
“车间工”

在渠阳镇光明村一个扶贫车间里，
30余名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着。

“在家门口打工，能照顾一家老小，
一个月还能赚2000元左右。”在车间工
作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杨兰英说。

靖州将易地扶贫搬迁与园区用工、
技能培训等结合起来，做到既“挪穷窝”
又换“穷业”。目前，该县已在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建立8个扶贫车间， 安排搬
迁户就业150多人。

“通过与企业联姻，把扶贫车间建
在家门口，让搬迁户能就业、不返贫。”

县易迁办负责人储昌春说。

拔 穷 根 ， “山 里 娃 ”变
“优等生”

“搬进了新房，娃娃们的学习成绩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三锹乡元贞凤冲
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潘秀菊说起搬迁后
给孩子学习带来的变化，一脸幸福感。

潘秀菊一家原居住在深山区地质
灾害风险带，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活
条件极为艰苦。其腿部患有严重类风湿
疾病，丈夫每天除了送孩子读书，还要
在家务农。

今年3月， 潘秀菊一家搬进修建在
集镇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孩子在
家门口读书， 每天能回家吃上热饭热
菜。这个学期期中考试，潘秀菊的两个
女儿的成绩分别居班上第一、第二名。

“想要孩子成绩好，好的学习环境
少不了！” 新厂镇地交村易地扶贫搬迁
户梁武说，搬出大山后，他的小孩在县
城上学，成为了班上的优等生。

靖州推行“1+N”模式，在扶贫搬迁
安置点或附近新建学校、卫生室等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 方便搬迁群众就近就
学、就医，保障他们安居乐业。

安置点上看“三变”
———靖州易地扶贫搬迁的故事

湘潭举办创新成果
转化项目路演

现场达成意向投资金额2.7亿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30日

第 20191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81 1040 916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01 173 276973

4 1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30日 第201906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8473427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6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340699
4 1815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75
47411

1055744
5470135

20
1662
39811
199000

3000
200
10
5

0113 23 26 3016

荨荨（上接1版）
除了霞湾港， 清水塘所在的株洲市

石峰区同步疏浚、治理全区5条主要水系
共23公里河道，清理水塘水体6.3万立方
米、底泥2.5万立方米。

岸上动作也不小。18个区域环境修
复项目全面启动，52个企业场地治理修
复稳步推进，11.8万立方米污染土壤被
治理。湾塘山体公园、霞湾港生态景观带
和滨江风光带等生态景观建设同步实
施。绿心地区52家工业项目全部关停、70
家生猪养殖场退出，腾挪空间造林覆绿。

通过水系治理、废渣处理、土壤修复
等“综合治疗”，生态环境系统改善。今年
1至4月，湘江霞湾段化学需氧量及砷、铅
等污染物， 较上年同比下降35%、9.4%、
69.6%，实现达标排放；水质从国家Ⅲ类
提升到国家Ⅱ类； 株洲城区空气质量达
标率同比增加5%。

新动能：腾笼换鸟，强产业链
石峰区创新创业园内，占地2万多平

方米的中车时代电气新能源乘用车电驱
动系统产业化项目正在日夜施工。 这个
为新能源乘用车驱动系统提供配套的项
目，是增强新能源产业链的实招。

“把为火车提供电机和驱动系统的
优势，转移到新能源汽车领域，又是一片
新天地。” 石峰区委书记张建勇介绍，围
绕轨道交通这条产业链， 依托辖区中车
株机、中车株所、中车电机等主机企业强
大的吸聚能力和孵化能力，引进一批“增
链、强链、补链”的配套企业，“既服务了
重点企业，满足了产业集聚发展需求，又
培育了经济发展新动能”。

清水塘冶炼化工是石峰区乃至株洲
工业的支撑。冶炼化工彻底“清盘”，株洲

市支持石峰区围绕轨道交通产业、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产业、清水塘转
型产业、口岸物流产业、新能源汽车动力
产业等8大产业链培育新动能。

每条产业链由一名市级领导任“链
长”， 多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和多个职能
部门联动。“链长”负责相应产业链项目
引进。产业链工作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
推进会，领导小组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
讲评会。 石峰区今年计划引进项目40
个，且要力保“项目综合开工率达70%、
到位资金超过70亿元”。一番腾笼换鸟，
冶炼化工企业关停留下的产业空洞有
望快速补齐。

旧产能可以换，人才不能流失。关停
企业中不乏能工巧匠、高素质工人，他们
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为留住人才，石峰区
每年拿出不少于6000万元的真金白银，
用于各类人才个税返还、创新奖励等，个
人购房、配偶随迁、子女就学、家属探亲
等也有资金支持。

新规划：产城融合，活力新城
从株洲湘江西岸往东望去， 映入眼

帘的不再是林立的烟囱、残败的工厂，而
是一块块平整的绿地， 一栋栋现代化楼
房……清水塘老工业区正在不断改造升
级中“变绿”，日渐焕发生机与活力。

“破旧是为了更好地立新，不能把企
业一关了之，使其变成一座空城。”在株
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心中， 清水塘要蝶变
成一座新城：山水相依、产城相融的生态
科技新城，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青山绿
水的美丽之城。

为编制好规划、选准突破口，毛腾飞
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各方对清水塘生
态文化科技新城规划思路，要求按照省委
书记杜家毫“敢于打破坛坛罐罐，加快生
态恢复、产业接续”的指示精神，围绕高端
产业、商住服务、生产性服务配套3大功能
定位，优化科技创新园、数字智造园、口岸
经济园、临山商住区“三园一区”总体空间

布局，精准布局各大功能板块。目前，由中
交三航局、上海临港、中交三航院等战略
投资者编制的规划已基本成形。

新城建设，基础先行。清霞路、清湖
路建成通车，清水塘城市公园雏形已具。
围绕“桥开工、塘蓄水、路成基”，清水塘
大桥、清水塘大道、株冶路等“一桥一塘
三路”建设已拉开架势，着力构建与主城
区及长沙、 湘潭互联互通的主干路网格
局。同时，加快推进清水塘城市公园、湾
塘山体公园、 霞湾港生态景观带和滨江
风光带等生态景观建设。

新城建设，关键在兴产业。以动力产
业、应急产业为支柱，打造工业服务、新
兴技术、总部经济、创新创业、都市贸易5
个活力集群，重点引进物联网应用、硬件
加速器、人工智能+、应急技术开发、应急
装备研制、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端产业，构
建“2+5+X”产业体系，打造“株洲·中国
动力谷”技术策源区、核心产业延展区和
国家级应急产业示范区。

� � � � 2017年9月4
日，株洲铜塘湾保
税物流中心(B型)。
这是株洲市石峰
区清水塘拆迁过
程中第一个建成
的项目。（资料图
片） 通讯员 摄

清水塘，扬帆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