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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广电4家企业颁发5G牌照，标志着
我国进入5G商用时代。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预测， 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
预计2020至2025年期间， 中国5G发展将直接
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 直接创造经济增
加值3.3万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达310万个。

据统计，2018年我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
业收入751.2亿元，同比增长18.5%；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二。在此
基础上， 围绕5G的产业变革正在湖南加速推
进，视频文创、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
领域纷纷抢滩布局5G应用。

6月20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
局联合发布《湖南省5G应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应用创新，5G产业“湖南行动”
值得期待

5G时代来临，湖南蓄势待发。
《行动计划》提出，以“三市两山”（长株潭城

市群和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 为龙头， 以典型垂直行业应用为重
点，着力构建湖南特色的5G应用产业链，打造
5G应用示范区、普及先行区、产业集聚区。

“应用创新，是湖南实施‘5G+’工程的关键
词。”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介绍。比如，聚焦工
程机械、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基于5G的工
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应用，构建人、机、物全面
互联的工厂物联网体系； 依托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长沙）测试区、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
中心，加快5G+自动驾驶网络设施建设，打造自
动驾驶与车路协同创新示范城市； 实施5G+网
络安全、5G+医疗健康、5G+智慧城市、5G+数
字乡村、5G+生态环保等示范工程， 推进5G在
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等方
面的应用，形成一批全国领先的应用创新成果。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1年，我省“5G+”
行动计划要初见成效———

网络建设：全省基本完成5G规模组网并商
用，长株潭建成5G宽带城市群，其他市州主城
区、重要功能区、重点应用区实现5G网络覆盖，
能够满足典型垂直行业的5G网络商用需求；

创新能力：建成10个左右省级以上5G技术
或应用创新平台，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能力
和产业转化能力显著增强，成为全国5G应用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高地；

应用融合：在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超高清
视频、网络安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生态环保等领域，打造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

产业培育： 建设10个左右5G创新创业基
地，5G相关产业实现收入1000亿元， 带动全省
数字经济实现4000亿元。

抢滩布局，湖南已形成一批特
色鲜明的“5G作品”

全国首辆运用5G技术控制的新能源公交
车， 近日在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
新亮相。 由于5G技术与该车搭载的最新一代

“云控”技术集成系统的高度融合，驾驶员通过
手机， 就能实现车辆远程操控、 实时调度，“健
康”隔空会诊，纠正驾驶习惯……让车辆的驾乘
体验与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这样特色鲜明的“5G作品”，在湖南层出不穷。
位于湘江新区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

测试区， 是目前国内测试区中测试场景类型最
丰富、测试道路总里程最长的测试区，也是5G
覆盖范围最广的测试区。开园1年来，智慧公交
示范线 、 自动泊车 、 自动驾驶环卫场景 、
5G-V2X示范等多个应用场景落地， 数十家企
业已相继在测试区测试千余场。

湖南广电作为全国广电系统首家宣布进军
5G领域的企业，2018年底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在5G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中国移动与湘雅医院实验室打造的远程医
疗影像云平台， 利用5G技术，10秒左右就能接
收几十张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还能让专家实
时指导基层医生做手术。

在三一重工长沙产业园区，三一重工、湖南移
动、中兴通讯携手，正在探索制造业与5G、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深度融
合，共同打造湖南首个5G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唐杰

建 设 县 级 融 媒 体 中 心 ， 是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
战略层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
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 、推
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的战略工程 。
韶山作为毛泽东主席家乡 ，围绕 “大
韶山 、大宣传 、大融合 ”目标 ，加快推
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 推进新闻
媒体从 “相加 ”迈向 “相融 ”，以高昂
的主旋律 、 饱满的正能量推动韶山
高质量发展 。

坚持党媒姓党，引领融合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韶山在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 要始终把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第一原则，
注重红色引领， 推动新闻宣传朝着正
确方向前进。严格对标对表，向上级主
流媒体看齐，依托线上线下联动，通过
多种形式，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中央、省
委和湘潭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做到全
领域推进、 全方位覆盖。 突出作用发
挥，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的导向，结合“微宣讲”“微党课”等活
动， 全面激发正面舆论的引导作用和
推动作用。

搭建宣传矩阵，激发融合新优势。
媒体融合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韶山着力建设资源聚集、功能多样、特
色鲜明的融媒体中心， 加快推进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在碰撞中融合发展。一
是理顺机制，实现资源广。韶山将原新
闻中心和广播电视台等机构整合，新
组建融媒体中心，提供政策扶持、财政
支持、人才支撑等。二是七位一体，实
现功能广。坚持以“准、新、微、快”为目

标，整合电视台、村村响广播、报纸、网
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等各
类媒体资源优势，打造出“七位一体、
功能多样” 的韶山融媒体移动宣传矩
阵，实现媒体资源整合、融为一体。三
是立体推进，实现传播广。以全省云平
台为技术和平台支撑，倾力打造“韶山
小厨房”，深化“一个内容、整体策划、
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方位覆盖”的
传播模式，从更高的层面、更广的领域
实现立体化宣传。近年来，韶山策划实
施的 “泡泡跑”“健身长跑、 跑进新时
代” 等20余场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
联动直播， 单场直播在线观看超过40
万人次，互动留言超2万人，获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突出民本导向，凝聚融合新力量。
韶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将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
着力打造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媒体融
合新品牌。 一是强特色， 做足韶山文
章。 进一步挖掘韶山丰富的红色文化
和革命资源，利用媒体融合，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如设立“走进韶
山”“故事韶山” 等栏目， 传播韶山声
音、讲好韶山故事。二是强品质，做精
新闻宣传。坚持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
融媒体建设要求 ，大力推进 “走 、转 、
改”，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开
设《学、思、践、悟十九大》《党建领航》
等专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三是强互动，做实线上服务。通
过融合媒体平台 ，坚持 “新闻+服务 ”
双轮驱动，策划开设“这里是韶山”栏
目， 线上回应网民对韶山的关切和问
题，着力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时、
细致、 深入的优质服务彰显韶山新形
象。

（作者系韶山市委书记）

� � � � 6月20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发布《湖南省5G应用创新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年）》，描绘了湖南5G产业应用的灿烂前景———

5G来了，湖南在行动

迈进媒体融合新时代
奏响红色韶山最强音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邓星照 唐冉

6月15日， 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将
一批发往非洲的产品，装上货柜车。这家公司每
天发出七八辆货柜车，产品销往多个国家。公司
副总经理白家宝告诉记者，公司产品95%出口。

据了解，东亿电气自2015年开始进行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人工成本大幅下降，产品品质大
幅提升，销售业绩年增长保持在30%以上。智能
化改造，给企业注入了新活力。

6月15日至19日，记者在邵东县蹲点，处处
感受到浓厚的“创新”气氛，新产品、新技术、新
园区、新思路、新市场……产业升级正在快速改
变着这个传统的“商贸之县”。去年，该县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430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172.8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11.4%，增速均居全省
第一。

老产业新活力
在东亿电气焊接车间，记者看到，焊接机高

速运转， 整个车间20人完成了以往160人干的
活。 目前， 该公司所有车间都完成了智能化改
造，人工减少80%，效率提升8倍。

同样的智能化改造也发生在五金行业。在
东方神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记者
看到，铆钉机为老虎钳钻孔，每小时能完成800
把，比以往人工钻孔快了一倍，而且质量稳定。
2017年，该公司经过“智能化变装”后，63道工
序精简为27道， 生产效率提高35%， 产值增长
54.2％。

邵东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小五金、打火
机、箱包皮具等传统产业闻名全国乃至世界。但
长期以来，存在散、乱、差问题，影响其进一步做
大做强。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机器换人”，为
邵东传统产业带来了新活力。 目前， 邵东打火
机、箱包、五金等传统产业有100家企业完成了
智能化改造。

除了生产环节智能化改造， 新技术运用也
带来了产品升级换代，带动邵东传统产业走向高
端。在龙哥箱包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款黑色拉
杆箱，只要按一下按钮，摄像头可以记住主人的

样子，箱体就会自动跟随主人移动。公司总经理
王燕介绍， 这款箱子计划售卖价格在5000元以
上。箱子的材质并没有变化，能定这么高的价，主
要在于其科技含量高。

在环兴打火机公司， 销售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了一款耐高温打火机。以前,他们生产的打火
机只能耐60摄氏度高温，每只利润仅0.02元。运
用新材料进行改良后， 现在可耐90摄氏度高
温，每只利润提高5倍以上。

新园区新平台
6月18日，朝阳初露。邵东绿汀大道两侧，

一个个特色园区排布，厂房林立。
在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湖南醇龙箱包皮具

有限公司厂房里，物料整齐，生产忙碌。公司总
经理李刚清告诉记者，以前公司租赁民房生产，
场地狭窄， 管理混乱， 主要代加工低档产品。
2018年3月，公司搬迁入园，厂区面积近7000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便于现代化管理。品质提升带
来了市场拓展，现在公司有了自己的品牌，迪斯
尼、小米、阿迪达斯等客商的订单纷至沓来，年
产值翻番。在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像醇龙箱包
这样的企业超过30家。

近年来， 邵东县政府一方面引导个体户转
变为法人企业、 规模企业， 让小老板变为企业
家，鼓励行业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建设特色
产业园，引导企业集聚化发展。去年，全县“个转
企”6000余家，新增规模企业122家 ,遍地小作
坊的现象得到彻底改变。

目前，邵东县已形成以生态产业园特别是湘
商产业园为核心，周官桥、流泽、团山打火机工业
园及黑田铺印刷工业园、 仙槎桥五金工业园、廉
桥医药工业园为支撑的园区发展骨架。产业园区
成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承接产业转移重要平
台，邵东经济走向集群化、产业链式发展。

新产业新未来
在邵东湘商产业园， 一栋船头形状的全落

地窗写字楼引人注目。 这里是邵东智能制造研
究院。

走进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 各类新设备亮

眼。在3D打印中心，各种模型琳琅满目。在新建成
的快速制造共享工厂， 一款华为5G配件正在加
工。研究院副院长刘朋飞告诉记者，该院相当于
一个孵化工厂，既帮助政府招商，引进高新技术
产业；又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转型升级。
目前，研究院已申请专利200余项，形成技术解决
方案50余套，引进了科硕泰、二郎神、霞客乐等
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

为了形成新兴产业产业链， 邵东正在建设
电子信息科技园， 将打造电子信息上下游产业
链园，招引3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目前，
引进了显创光电、群辉光电、群创科技、普菲科
技、英联科技、晶博科技等8家企业，其中5家已投
产，主要研发生产销售玻璃盖板、玻璃钢化膜、智
能手机触摸屏及显示屏等， 为华为、OPPO等知
名企业配套服务， 可日产2万片玻璃盖板、5万片
玻璃铜化膜、1万片功能片。3至5年内， 园内电子
信息产业年产值可望突破100亿元。

去年， 邵东纳入统计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20家，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2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35%， 占比分别比2016年、2017
年增长13.44、4个百分点。

■蹲点感言：

邵商的未来
是邵东的未来

肖祖华

在邵东蹲点期间，记者感受最深的是：邵东
商人集体回归，造就了产业升级。

在邵东招商引资项目中，90%来自回乡邵东
商人；产业园区均由回乡邵东商人所建；邵东智
能制造研究院、锐科机器人等作为邵东产业升级
的“动力源”，也是由邵东商人建设的。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40万邵东籍商
人，是邵东最大的资源宝库。凭借这一优势，在优
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配套前提下，如何更好吸
引邵商回流，是邵东发展经济的关键。可以这么
说，邵商的未来就是邵东的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杨坚 尹建国

百里脐橙连崀山，美景美食天下名。
一进入新宁，仿佛进入一个橙子的世界。
橙树漫山遍野，横无际涯。在新宁，群众
议种橙，干部论兴橙，县委书记秦立军更
称得上一个橙不离口， 熟谙其道的脐橙
专家。6月19日，记者跟随秦立军，考察
调研了该县的脐橙产业。

车出县城，绿意映入眼帘。秦立军告
诉记者，在新宁，46万亩脐橙已经成为群
众脱贫致富最大的产业， 全县可以行车
穿过的“脐橙路”达170多公里。果然，车
子开出几公里，窗外除了橙树还是橙树。
秦立军即兴给记者做起了科普: 新宁的
橙子主要有两个品种，名字还蛮“洋气”:
“纽荷尔”脐橙果实椭圆形，个大，果面光
滑，果色橙红；“奈维林娜”果顶部圆钝，
基部较窄，常有小沟纹，果皮较薄，红心
橙果皮薄，口感香甜，含人体需要的天然
茄红素……

秦立军最先带记者来到离县城几公
里远的龙丰果业， 这是新宁最大的果业
公司之一，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年
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了1500多户农
民脱贫致富。公司负责人徐小龙反映，脐
橙销售难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品
牌还不够强， 他们的橙子被外地收购贴
牌，在市场上“吃亏”不少。

“做品牌离不开宣传，今后我们要在
宣传方式上有所创新， 要学会利用新媒
体， 策划活动等提升新宁脐橙的知名
度。”秦立军说，扶贫产业到一定阶段的
时候，就要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政府
部门要想办法把品牌做大做响。

离开龙丰果业， 一行人来到金石镇
月汉村。 这个村处于新宁脐橙集中连片

区，家家户户都种脐橙。42岁仍然单身的
刘强，去年种植脐橙尝到了甜头，10多
亩地的产出盈利7万多元。脐橙让他看
到了希望。 秦立军拉着刘强来到他的
脐橙园，既给他算账也是给他打气 :现
在脐橙稳定的市场价格是每斤1.5元，
每斤橙子的投入成本是0.5元，技术服
务可以到家门口， 缺钱还可以申请贷
款，一亩地赚一万块钱没有问题。刘强
应声 :是的，现在政府支持力度很大。
我也打算“赌一把”，把去年赚到的钱
全部投入到脐橙上， 现在种植的脐橙
已经扩大到30多亩。

“你产业做好了， 老婆肯定没有问
题，说不定还可以找个城里妹子 !”在众
人打趣下，刘强羞涩地笑了……

在月汉村， 正遇上在这里为果农进
行服务的技术人员。绿意盎然的果园中，
深绿色的橙子已经挂满了枝头， 技术员
徐清松正在给果农传授如何护果的技
能。记者在攀谈中了解到，新宁脐橙的技
术服务已经实现网格化覆盖， 乡有技术
服务站，村有技术联络员，果农有什么问
题，马上可以联系到技术员。秦立军说，
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来做，脐橙的培植、
施肥、剪枝等正在向专业化发展，这是现
代农业的大方向。

车行十余里，一路“脐橙经”。返程之
际，秦立军坦诚与记者谈起，新宁脐橙产
业现在看起来已成气候， 但是还有相当
多的工作要做:比如专业化运作，金融支
持服务， 市场风险防范等，“省委书记
杜家毫曾勉励我，要在脱贫攻坚上有所
作为，光荣退休。对于一位即将‘退役’的
县委书记而言，我将尽到最大努力。脐橙
产业做强做大的最大价值在于， 它是新
宁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依托， 也是新宁乡
村振兴的希望!”

创新赋能，“智”花绽放
———看邵东如何推进产业升级

记者在扶贫一线

十里问橙

� � � �新宁县黄龙镇三星村，漫山遍野的脐橙林。（资料图片） 尹建国 摄

乡村
晨韵
6月19日，双

峰县井字镇铜梁
村云雾弥漫，群
山、梯田、房屋，仿
佛披上一层轻纱，
在晨雾中若隐若
现，景美如画。近
年，该镇积极推进
环境整治、住房改
造、四好农村路建
设等工作，农村人
居环境大为改善。

李建新 摄

———记者蹲点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