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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公布

经济视野

高性能、轻量化、绿色化及高安全性等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作为汽车制造的主要材料，汽车用钢也面临着转型升级——
—

汽车用钢发展方向在哪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2年， 由华菱钢铁和安赛乐米塔尔合资
建设的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以下
VAMA”） 在娄底开建，2014年正式投产
简称“
后，迅速成为国内高端汽车板的一匹
“
黑马”。
2019年6月20日，VAMA举行投产5周年
客户日暨中国汽车用钢未来峰会，国内主要汽
车厂商齐聚长沙，为进入“新常态”发展的汽车
行业“把脉”，也为汽车用钢的变革出谋划策。

汽车工业发展“新常态”，汽车
用钢向高端化延伸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车市场，2017年以
前，国内乘用车市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汽车总质量中， 钢材所占比例超过70%，
汽车产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汽车用钢行业的
快速发展。
2017年汽车行业增速急剧放缓，2018年
首次出现负增长， 市场萎靡的态势延续到
2019年。
“新常态下，汽车制造商向高端化转型趋
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对汽车用钢
的要求也从低端转向高端。 ”VAMA首席运营
官欧云飞告诉记者，VAMA初创时， 瞄准的就
是高端汽车板，并且一直致力于通过产品持续
创新，满足汽车产业升级变革的需求。
打造高端汽车板，产品质量当然是首要考
虑的。
记者在VAMA热轧板车间看到，无论工艺
技术、 操作规程、 设备维护还是板坯质检、加
热、 轧机参数的设定，VAMA都实现了过程控
制标准化、精细化。 每个板卷，喷有不同的代
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都可从源头找到症结。
汽车由不同强度、 不同特性的钢材制造。
不同强度等级的钢板、不同性能的钢材，用于

不同的位置，高端汽车这样的区分尤为显著。
欧云飞介绍，结构件用钢要求汽车在发生
碰撞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能量，韧性、延伸
率要好；底盘、车身“骨架”用钢，需要达到一定
强度标准；车身外板关系汽车“颜值”，对钢板
的表面质量要求更高。

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为抢占先机，一众汽车
用钢企业一方面全方位调研新能源汽车用钢
市场需求，包括车身、驱动电机、电池包等关键
零部件的材料要求；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新能源
汽车用钢认证，努力拿到相关厂家的“入场券”
等。

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 或成
汽 车用钢新市场

适应汽车轻量化趋势， 优化
汽 车用钢强度和结构设计

汽车整体销量下滑，但新能源汽车发展势
头强劲。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26万辆，比上年增
长61.7%。
艾尔西汽车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在
中国汽车用钢未来峰会上发布的《汽车行业白
皮书》称，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
破500万辆。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不同，不仅在于使
用能源有别，整车制造工艺及材料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
面对这一市场“蓝海”，众多汽车用钢生产
企业跃跃欲试。
2018年2月， 马钢新组建成立能源汽车用
钢项目小组，对相关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信息
进行调研与梳理。
VAMA也大力跟进。借助安赛乐米塔尔强
大的技术支持，VAMA将先进的电动车汽车用
钢解决方案引入国内。
VAMA首席营销官泽尔根举例，针对C级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白车身，VAMA通过
将先进高强度钢与热成型钢在车身上的应用
比例从35％增加到59％， 最终让白车身减重
60公斤，既保证成本经济性，又能满足各项碰
撞测试标准要求。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汽车用钢生产企业

汽车轻量化是未来汽车行业发展方向之
一，这已是行业共识。
《汽车行业白皮书》研究数据显示，若汽车
整车重量降低10%，燃油效率可提高6%至8%；
纯电动汽车整车重量每降低10千克，续驶里程
可增加2.5公里。
降低汽车重量，还可以提高整车的输出功
率和车速，提升操控性、可靠性，降低噪声和废
气排放量等。
镁铝合金、增强塑料、碳纤维……越来越
多的轻量化汽车材料涌现。
VAMA首席执行官费尔南德表示，汽车用
钢拥有性价比高、工艺成熟的优势，且它在成
分、镀层、工艺和性能等方面还会不断改进和
升级， 汽车用钢未来依旧是造车的首选材料，
高强钢市场的“春天”就在眼前。
高强钢应用在车辆上，能使车身各部件减
薄的同时不损失强度；而且通过有效的结构优
化设计，还可以充分发挥强度潜力。
VAMA 引 进 的 创 新 汽 车 用 钢 解 决 方 案
S-in motion，就是一个最佳案例。
第一代S-in motion可以使一辆C级车的
白车身和底盘重量减少约19%，使车辆在其生
命周期内减少13.5%的碳排放； 最新一代S-in
motion可应用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上，通过在
白车身上加大使用先进高强度钢和热成型钢，
使白车身减重6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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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高科技园入选
湖 南 日 报 6 月 27 日 讯 （邢 骁 王 勇 ） 近
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2019年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长沙市芙蓉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
据悉，芙蓉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即隆平
高科技园。 目前，隆平高科技园拥有袁隆
平、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4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还拥有一张世界级名片——
—超级

杂交水稻，聚集了160多家生物育种产业
链上中下游企业，正加速建设的“中国隆
平种业硅谷”已初具规模。
根据“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规划，
到2025年种业硅谷将拥有院士工作站11
个，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17人，列入长
沙 市 重 点 人 才 引 进 计 划 的 高 端 人 才 20
人，创新团队8个。

长沙又添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抵押登记过程，最快当天办结
湖 南 日 报 6 月 27 日 讯 （记 者 刘 永 涛
通讯员 胡茂林） 长沙市不动产抵押登记

便民服务点又添新兵。 今天， 中国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携手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 新设立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
窗口开通， 为市民提供不动产抵押权首
次登记、 抵押权注销登记等一站式服
务。
市民以往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要在
银行和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回跑动，整个流
程大约需要7个工作日。为方便民众办事，
我省商业银行通过推动标准化房抵快贷

业务、二手房业务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系
统无缝对接，利用人脸识别、电子证照、互
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在位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的
便民服务点， 市民申请贷款时可同步申
请抵押登记业务，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专线核实用户真实身份并通过光闸将业
务信息和电子材料同步传送到不动产登
记内网平台， 登记机构在线受理并审核
登记资料。 抵押登记过程， 最快当天办
结。

长沙上大垅变电站
供电能力提升89%
省博物馆、湘雅医院、绿地中心、富兴时代等用电受益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欧阳进）6月24日5时， 随着110kV上

大垅3台主变压器先后完成5次空载冲击，
标志着该变电站改扩建工程顺利投产，该
站供电区域供电能力提升了89%。
上大垅110kV变电站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上大垅街道， 属于城区A类供电区，
该站1980年投运， 供电重要用户有省博
物馆、湘雅医院、湖南省电视台、年嘉湖隧
道等。
近年来，这一区域绿地中心、富兴时

代等商业写字楼及住宅区不断新建，供电
能力已无法满足现有用户的需求。
该变电站改扩建工程2018年10月开
工。 此次改扩建后， 该站供电能力大幅提
升， 为该地区可靠供电提供坚实的能源保
障。
据悉，为确保施工期间对用户的正常
可靠用电，国网长沙供电公司首次在站内
采用110千伏移动变电站进行过渡。 同
时，工程克服了空间狭小和雨多等不利因
素，保证了项目顺利投产。

常德市浙江商会成立
发布15个项目 总投资616亿元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高肇健) 在6月下旬成立的常德市

浙江商会成立大会上， 常德市重点推介
了 15个 项 目 ， 总 投 资 616 亿 元 。 其 中 ，
工业项目10个， 总投资535亿元;农业产
业化项目3个， 总投资29亿元;现代服务
业项目2个， 总投资52亿元。
工业项目中， 常德市生物医药与健
康食品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该
项目选址津市市， 配套了热电中心、 燃
气中心、 工业污水处理厂、 危废处置中
心、 保税仓等， 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酶
制剂生产出口基地、 最大的甾体原料药
及中间体生产基地， 主要引进生物医药

将实现年产值
15亿 元 。 该 项
目研发的虹膜
系列产品，广泛
应用于智能门
锁、智能手机等
智能设备。
罗勇 摄

湘南国际物流园深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唐文利 李华） 6月27日， 记者从郴州市北湖区

湘南国际物流园获悉， 近日在广州市举行的
第三届国际物流创新展览会上， 湘南国际物
流园被授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承
载基地”。

在这届国际物流创新展览会上， 湘南国
际物流园分别与普洛斯企业发展 （上海） 有
限公司、 广东省冷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签
订意向合作协议； 与广东省物流协会、 香港
物流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在智慧园
区建设、 物流仓储配送、 集装箱中转等方面

冰与火的考验
—看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如何进行技术创新
——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璐

整齐码放的干柴，排开10多米，浇上汽油，
点火，瞬间腾起2米多高的火焰，40秒后，电力
工作人员将其扑灭；
大型电力变压器内部起火，火越烧越大，安装
在变压器周围的喷淋装置， 从不同方位喷出灭火
剂，乳白色
“
浓雾”很快将大火
“
吞噬”……
6月25日下午，长沙县 梨镇龙华村，国网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防灾减灾中心（以下简称
“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进行的山火、变压
器起火模拟试验，一展电力降“火魔”的高科技
手段。
发生在电网线路周边的山火，容易造成线
路跳闸。 由于传统消防车灭火需水量大、输水
压力小， 而大量输电线路所处的山高远大于
100米，传统消防车面对山火有时“束手无策”。
依托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建立的电网
输变电设备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不
断攻关，发明了山火绝缘灭火剂，研制出山火

带电高扬程灭火装置。 一根直径仅18毫米的软
管，装上高压喷头后，可让灭火剂的扬程达到
500米。 这套灭火装备已在全国应用450余套，
扑灭山火2400余起。
为应对电力变压器起火，实验室发明了三
重高效变压器油灭火剂。 实验室主任陆佳政介
绍，这种灭火剂可以实现“凝胶防高温蒸发、强
扩张覆盖、油乳化防复燃”。 简单地说，这种灭
火剂遇热后，形成“果冻”状凝胶，下沉到油表
面，同时在油类燃烧物表面快速铺开，让火焰
无法再燃烧。 专家组鉴定评价：“该成果解决了
高温油火灾带电高效灭火技术难题，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
室外看完“火”，室内又探“冰”。
走进小型人工气候室，冷气袭来，从屋顶
垂挂下来的一根绝缘子，迎风一面结出晶莹剔
透的冰挂。
“人工气候室可以模拟雨雪冰冻天气，我
们采集在不同风速、温度、湿度、雨量等情况
下，输电线路绝缘子上的覆冰厚度、形态等各

开展深入合作。
湘南国际物流园是郴州市开放、 承接产
业转移重要平台之一， 近年来， 先后建立国
际快件中心、 港澳直通车货物配送中心、 跨
境电子商务中心、 进口肉类查验场等。 该园
充分利用公路、 铁路双口岸叠加乘积效应，
初步形成公海联运、 铁海联运、 公铁联运、
陆空联运立体口岸开放体系， 成功创建为
“国家级示范性物流园区”。

项数据。 ”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副主任熊蔚
立介绍。
为应对严重冰冻灾害，国网湖南防灾减灾
中心通过覆冰监测系统海量的数据采集分析，
依托800万亿次/秒超级计算机系统，发明了微
地形-微气象-电磁多物理场耦合电网覆冰预
测方法，成功研发了国际首套电网覆冰数值预
报系统。
“不仅能准确预报覆冰的时间和范围，还
可以精确预测每基杆塔的具体覆冰厚度，使覆
冰定量预测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熊蔚立表
示。
目前在全国已建立356套自主研发的覆冰
自动监测装置， 准确预测了2008年以来48次
主要电网覆冰过程，为抗击电网冰灾赢得了宝
贵的准备时间。
降得了“火魔”，防得了冰灾，防灾减灾中
心还能“神”预测。
从2014年至今， 湖南电网已连续5年未发
生一起线路山火跳闸事故。 背后的“功臣”，就
是世界首套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
这套系统利用动态亮温阈值火点判识技
术，进行卫星热点判识，然后自动计算火点与
最近的输电线路距离， 生成输电线路山火信
息，准确率达到90%以上。

企业和健康食品企业， 打造生物医药和
健康食品产业集群。 此外， 常德高新区
现代装备制造配套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0
亿元， 旨在打造集智能产品研发、 试验
生产于一体的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汉寿
县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0亿元，
计划3年内将园区装备制造打造成百亿
产业。
现代服务业项目中， 武陵区东城商
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50亿元， 该项目以
开放式庙会为主题， 建设庙会式商业街
+创意集市+街道剧场+生活中心， 将建
设成为融合文化、 体验、 市井风情街于
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老百姓的故事

“
鸡司令”的幸福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王玖华

6月21日，记者来到双峰县富源养殖
场，满山的黑鸡引人注目。“这种鸡叫印尼
黑鸡，又称乌鸡，从外到内都是黑色的，肉
质味道鲜美，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 ”“鸡
司令”贺卫国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
贺卫国是双峰县印塘乡白马村人，当
过电影放映员，跑过个体运输，承包过水
泥厂，还搞过水电安装工。 经验丰富的贺
卫国羽翼逐渐丰满起来，内心涌动着创业
的激情。
2011年，贺卫国从网上了解到，印尼
黑鸡营养丰富，中药乌鸡白凤丸选用的原
料正是来源于此，市场前景广阔。 他成立
双峰县富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陆续购
进10万元的种鸡和2万元的黑羽鸡，当起
了“鸡司令”。
然而，创业路上多艰辛。 由于气候变
化加上管理不善， 大批黑羽鸡被冻死，损
失惨重。
碰了一鼻子灰的贺卫国没有气馁，他
总结经验教训，带着儿女们投资150多万
元，把村里的120亩金塘山租下来，继续
走着他的“鸡”情之路。
经过精细管理，小鸡健康长大，大鸡
也顺利孵出小鸡。 去年，贺卫国售出600
多羽鸡，按每公斤120元计算，获利11万
余元。 预计到今年年底，黑鸡可销售3500

羽以上。
除了喂鸡之外，山茶油也是贺卫国的
“生财之道”。山茶油是从山茶科植物成熟
种子中，通过榨油机精炼出来的纯天然高
级食用植物油。油质纯净，色泽金黄，是家
庭餐饮中油类佳品。
善于抓住商机的贺卫国， 于2015年
建起榨油厂房，并投资50多万元，添置了
一台精炼油机和连续炼油机。“整修，打
氹、移栽、整整干了90多天，累得我够呛，
人也瘦了一大圈。 ”贺卫国回忆当年的艰
辛，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2018年，榨油厂出油近2吨，被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绿色食品。为培
植油源，贺卫国又马不停蹄从攸县分二批
购进山茶树苗，承包村里的仲华山、西瓜
山等300亩荒山，全部种上油茶林。
“300亩油茶林已挂果2年，每颗茶果
都是宝贝。”贺卫国指着墙上的几块牌匾，
流露出自豪的神气,“合作社被省市有关
部门分别授予‘省级示范社’和‘娄底市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我的目标是做大
做强山茶油和黑鸡品牌，带动周边的乡亲
们共同致富。 ”
山上有鸡，树上有果，仓里有粮，机房
有油。 全家6口，分工明确，儿子女儿当生
产员，妻子当服务员，贺卫国自己当“司令
员”，全家还是村民的致富“帮扶员”，日子
充实而滋润。
这就是“鸡司令”一家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