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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罗毅）6月
22日上午，2019年“院士专家永州行”咨询
会，暨科技合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举行，
官春云、欧阳晓平、罗安等23位来自各个
领域的院士、专家为永州发展带来一场“头
脑风暴”， 现场还签订多项技术合作协议，
助力永州跨越发展。

近年来，永州大力推进科教兴市，在全
省率先出台“1+8”人才政策文件，深入实施
急需紧缺和高层次人才集聚工程、 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工程等“六大工程”，为永州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强劲的智力支撑，
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在永州“开花结果”。

踏上永州这片创业创新热土， 各位院
士专家马不停蹄， 奔赴企业园区， 对接洽
谈、技术合作、学术交流。官春云院士建议
永州农业坚持创新引领，科技强农，尽快迈
向农业强市。 欧阳晓平院士考察湖南零陵

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鼓励企业要树立
创新思维， 增强科研力量、 提升核心竞争
力。 罗安院士出席并为设立在湖南兵器跃
进机电有限公司的“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永州分中心”揭牌，建议
校企合力攻关，助力老产品的迭代升级、新
产品的研发。在湖南科技学院举办的“永州
古村落古建筑与永州历史文化高峰论坛”
上，柳肃、王小保等专家为永州古建筑古村
落保护支招。

仪式上，永州经开区与远军热能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湖南兵器跃进机电有限公司与
罗安院士、永州绿生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与湖南省林科院、永州市农科所与湖南省
农科院植物保护所分别签订技术合作协议。
各位院士专家获颁“永州市‘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发展战略顾问”聘书，欧阳晓平院士获
得永州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23位院士专家永州行
签多项技术合作协议

6月23日， 龙山县内
溪乡五官村，村民在中药
材基地收割迷迭香。目
前， 该基地种植吴茱萸、
迷迭香等530多亩， 全村
110户贫困户通过土地入
股分红，村民在基地从事
季节性收割管护，每天可
获得90元劳务报酬，年终
还有分红，有效促进了贫
困户增收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向芳芳 摄影报道

土地入股
务工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民贵 袁绍仁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过了集体生日……”
6月20日，泸溪县武溪小学留守儿童向佳佳通
过亲情视频与远在广东佛山的妈妈通话。 通
过微信视频看见女儿戴着小寿星头饰和同学
们一起齐唱生日快乐歌， 佳佳妈妈高兴得一
个劲儿地笑。

在泸溪县，留守儿童超过15000名。 为了让
留守儿童“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健康
成长”， 2014年泸溪在全国率先实施留守儿童
关爱工程，以留守儿童之家为依托，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儿童成长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爱心之家”成为留守儿童的
第二个家

该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职能部
门在乡镇、学校、村建立了66个“爱心之家”，
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县妇联组织“爱心妈
妈”为留守儿童织“爱心毛衣”，团县委招募

“爱心哥哥、爱心姐姐———牵手留守儿童”，让
留守儿童倍感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石榴坪学校有学生865人，其中留守儿童
占比达66%，大部分孩子与父母是“一年见一
面”。 为让他们在学校感受到家的温暖，该校

建好留守儿童的“爱心之家”“语音沟通”“心
理咨询”等6个活动室，并在校内设置了“爱心
信箱”“爱心电话”“微信爱心大家庭”，让孩子
随时能与远方的父母视频通话。

“助孤”行动全方位关爱孤儿
“慈爱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感谢这里

的叔叔阿姨们。 ” 在慈爱园生活的孤儿惠惠
（化名）说。

泸溪县启动“助孤”行动，投入850余万元
于2017年8月建成慈爱园，首批接收了60名孤
儿，从衣、食、住、学、医为孩子提供全方位服
务。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教育、民政、妇联、团
县委等部门组织爱心志愿者来慈爱园辅导孩
子们学习、陪伴孩子们成长。

“作为一名志愿者，虽然周末陪家人的
时间少了，但能亲历慈爱园孩子们的成长与
蜕变，我无怨无悔。 ”县慈爱园爱心义工毛元
群老师说。

“五老”志愿者帮扶引领儿童成长
“我是一名禁毒卫士，坚决拒绝毒品，从

我做起。 ” 4月25日，湘西州关工委、泸溪县政
府办来到泸溪县洗溪镇中心完全小学开展禁
毒教育活动。 200多名留守孩子在领誓人的带

领下进行庄严宣誓， 并在禁毒宣传横幅上庄
严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该县广泛动员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干部、
教师、劳模加入“五老”志愿者队伍，开展帮扶济
困、课外辅导、思想引领等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卫计系统关工委老专家医生陈其昌， 经常到村
里为青少年儿童免费义诊。 达岚镇退休教师李
德厚，省吃俭用挤出资金66多万，在家自建乡村

“留守儿童之家”，资助贫困学生200多人次。

社会关爱温暖贫困学子
“哇塞，这车上这么多书啊！ ”“我要这本

《安徒生童话》。 ”3月14日，该县图书馆把“流
动图书车”开到边远的岩屋口村小学，为34个
家庭贫困的学生送上喜欢的书籍， 并为每个
孩子们送上了新书包、新文具。

5月22日， 安化经促会株洲分会来泸溪开展
“阳光下没有孤独———关爱泸溪留守儿童、 困境
儿童”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来价值28万元
的品牌衣物、8万元的多媒体设备和3.5万元资金。

在泸溪县的土寨苗乡， 这样一幕幕关
爱留守儿童的活动还在不断地上演。 参与
活动的可能是志愿者、学校老师，或者是社
会爱心人士，他们的行动像灿烂的阳光，似
甘甜的雨露，温暖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科教前沿

爱心，托起留守儿童希望

附：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名单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名称 申报单位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长沙天心） 湖南暮云经开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长沙马栏山） 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园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长沙麓谷） 长沙软件园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长沙星沙） 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长沙望城） 长沙证通云计算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株洲云龙） 湖南云龙大数据产业新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湘潭高新） 湘潭智城联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衡阳白沙） 衡阳白沙洲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益阳高新）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娄底万宝） 娄底万宝新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郴州东江湖） 湖南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永州宁远） 湖南宁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为推动我省大数据产业高质
量发展，省工信厅今天公布，由省内部分重
点园区、重点企业申报，经过严格筛选、审
核，湖南暮云经开区等12个产业园被确定
为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园。

大数据产业， 是各国抢占新一轮经济
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2015年，
国务院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推
动国家大数据战略全面实施。2018年，我省
出台进一步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要贯彻实施“互联网+”和
大数据战略。 省工信厅出台大数据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2018年我省大数据产业实现收入
450亿元。据不完全统计，这12个园区去
年的大数据及相关产业总营业收入超过
300亿元，占全省大数据产业收入的67%。

12个园区发展特色鲜明。如，长沙麓谷园
区依托芯城科技园、中电软件园，成为全
省生态最完善的大数据产业集聚区。长
沙天心大数据产业园以地理信息大数据
为核心， 长沙马栏山大数据产业园以数
字视频等文创产业为核心， 娄底万宝大
数据产业园以区块链研究应用为重点。
益阳高新园区拥有我省目前最先进的数
据中心———芙蓉云大数据中心，长沙望城
园区拥有目前我国中南部单体最大的数
据中心， 郴州东江湖园区是全省最绿色
节能的大数据中心。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介绍， 此次规
划布局12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区，意在吸
引大数据人才、 资金、 技术等高端要素集
聚， 打造区域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和大数据产业区域创新中心， 争创第三批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我省重点培育12个大数据产业园
打造区域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和大数据

产业区域创新中心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张璐）时过夏至，每至夜幕降临，长沙
湘江西岸的渔人码头便热闹不已， 吃鱼、吃
虾、看景的市民络绎不绝，几百米外的滨江
新城智慧能源中心，源源不断地为这一片区
域带来舒适凉意。

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是湖南省首个
大型水源热泵区域能源中心，由中节能先导
城市节能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利用湘江水资
源及水源热泵技术，为滨江新城片区建筑提
供集中供冷、供热服务，规划供能面积212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4亿元。

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杜卫介绍，夏季，能源中心提取湘江水
作为空调系统冷却水，通过热泵把供能片区
室内多余的热量“搬” 到湘江冷却水里；冬
季， 能源中心通过提取湘江水中的热能，制
取热水， 把湘江水的热量输送到供能片区
去。“湘江流量每秒2000立方米， 能源中心
满负荷运转时也就每秒取水四五立方米，影
响水温大概0.02摄氏度。”杜卫说，项目对环
保、水温影响有严格控制。

若将能量送至家庭住户，按照每平方米每
月6元计费，一栋10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花费
600元左右；与家庭自己安装燃气壁挂炉带地
暖相比，冬天月均花费要低千余元。不仅如此，

智慧能源中心供能无燃烧、无排烟，不产生废
渣、废水、废气和烟尘，实现了环境“零污染”。

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2016年开始供
能，项目满负荷运转时，每天供能量可达100
万千瓦时； 每年节能折合标准煤7828吨，同
时减少粉尘排放5323吨等。

按照规划，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公司将
在长沙建设7个能源中心， 综合利用水源热
泵、地源热泵、分布式能源等技术为相应片
区集中供能。目前，除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
心建成投入使用外，洋湖生态新城智慧能源
中心项目也已启动供能， 其他5个项目正有
序推进。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璐 ）时下，长益高速公路扩容工
程建设正如火如荼， 工程钢结构桥梁上使
用的防腐涂层材料， 是来自湖南航天三丰
科工有限公司的“黑科技”产品———石墨烯
重防腐涂料。

湖南航天三丰科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刚介绍，石墨烯是目前自然界最薄的二维纳
米材料，被称为“黑金”“新材料之王”，具有
良好的强度、导电、导热特性，阻隔与屏蔽性
能非常优异。钢结构桥梁披上石墨烯“防腐
外衣”，将有效“抵御”复杂环境下高盐、高湿
及高温侵袭。

湖南航天三丰科工有限公司是湖南航
天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高性能防护材
料的研发、生产与服务。公司目前已开发出
40余种不同功能、 不同类型的高性能防护
材料产品。

在湖南航天所属的长沙新材料产业研
究院有限公司展厅，更多的新材料令人耳目
一新。

“镁合金做成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支撑
板，替代原有铝合金，减重三分之一，而且散
热性能更好；用柔性覆铜板代替传统印制电
路板，满足穿戴电子设备、5G通信、折叠手
机等应用需求；采用自主研制的超强铝合金

粉末，3D打印生产的航空零部件， 实现减
重、复杂结构、快速成型的多重要求……”长
沙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胡盛青
对自家产品如数家珍，他介绍该院开发出的
各种新材料，已在民用领域大显身手。

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湖南航天收入、
利润指标连续两年增幅
40%以上。 根据战略规
划，公司目前正全面转型
升级，致力打造成为国内
航天装备骨干企业、新材
料领先企业、环境综合治
理龙头企业。

取江水“一瓢”，供“冷暖”一方
中节能先导城市节能公司用湘江水制冷采暖，

开启湖南智慧能源2.0时代

湖南航天产品民用领域大显身手
致力打造成为国内航天装备骨干企业、新材料领先企业、环境综合治理龙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