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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伯英故居
重新对外开放

三一智联重卡千亿园区动工
项目实现51天签约、73天开工，创下实体经济“湖南速度”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贺佳

9月28日， 总投资220亿元的三一智
联重卡产业园在长沙经开区开工， 有望
成为三一首个产值规模过千亿元的单体
智慧园区， 项目推进之快创下实体经济
的“湖南速度”。

填补高端发动机产业空白，
为湖南制造业强链补链
三一智联重卡项目， 是三一集团实施
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的
示范项目， 规划了重卡产业核、 国际动力
芯、活力研发谷等六大功能区域，将重点打
造智联重卡、高端发动机、其他核心产业链
项目以及新一代工程机械项目。
首期项目计划于2020年底实现主体
竣工，2021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 项目

达产后，园区可实现30万台智联重卡、60
万台柴油发动机以及其他核心产业链和
新一代工程机械的规模生产， 预计园区
年产值将超过1500亿元， 成为三一首个
千亿级单体园区。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表示， 智联
重卡产业园是三一第三次转型过程中，
第一个完全基于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的
园区，依托该园打造一个“智能制造”的
世界级样板。
现场， 道依茨高端柴油发动机项目
正式签约动工。 三一与德国道依茨将共
建合资企业，致力于高端发动机的研制，
填补湖南高端发动机的空白。 项目达产
后，将实现60万台/年的产能。
道依茨集团是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
制造商， 在非道路高端领域有绝对领先
优势，市场占有率在世界稳居第一。 项目
落户长沙， 将助力三一打造中国乃至世
界最具竞争力的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
道依茨董事长弗兰克·席勒表示，三

一与道依茨分别代表着世界级的制造品
质与世界级的研发技术， 两者的合作将
大放异彩， 长沙工厂也成为道依茨集团
全球最大工厂。
依托该项目， 三一快速崛起的智联
重卡业务将实现规模化发展， 有望为湖
南贡献一个世界级重卡品牌， 填补产业
空白。

51 天 签 约 、 73 天 开 工 ，
创 下实体经济的“湖南速度”
作为国内首款“智慧卡车”，三一智
联重卡通过互联网思维、平台思维、大数
据思维的运用，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
其首创的工业品互联网销售模式， 成就
了重卡行业销售奇迹。 产品上市仅1年时
间，累计销售12016台，在细分领域市场
占有率达到行业第一。
据悉， 三一智联重卡项目实现51天签
约、73天开工建设，“这在三一历史上绝无
仅有。 ”梁稳根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我省和

长沙市、 长沙经开区落实中央发展实体经
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
“
湖南速度”。
在良好的实体经济氛围支撑下， 今年
三一创下历史最佳业绩。 1至8月，三一集
团实现销售近700亿元， 同比提升超过
40%，利润超过100亿元，同比提升超过
90%，处于工程装备领域的领先水平。 三
一挖掘机械在国内市场已连续9年蝉联
销量冠军， 混凝土机械稳居世界第一品
牌。
“始终聚焦经济抓项目、抓企业、抓
产业、抓城市、抓民生，深入推进‘产业项
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腾笼换鸟
突破年’等各项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践行
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 ”长沙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说。
现在，长沙经开区的硬环境“更美”，
软环境“更优”，激发了园区活力，企业主
体不断增加。 1至7月，长沙经开区新增商
事主体（企业）2334家，同比增长39.84%，
增速居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第3位。

总投资320亿元

湖 南 日 报 9 月 28 日 讯 （记 者 李 治 ） 缪伯英故居9月27
日重新对外开放。
今年10月21日是缪伯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缪伯英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0年11月， 她与丈夫何孟雄由李大钊发展为北京共产
党早期党组成员。在革命斗争中，她冲破封建思想，领导妇
女运动,并组织发动工人和学生运动；宣传革命真理，为革
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缪伯英故居始建于1830年。 为缅怀和传承烈士精神，
2005年，长沙县委、县政府修复了故居，并对外开放；2011
年，故居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重要指示，长沙县今年全面提质修缮故居并再次对
外开放，占地约1200平方米。
开放仪式上，缪伯英的侄子缪纯组将全家珍藏近百年
的烈士遗物遗照无偿捐赠出来，用于故居复原陈列，包括
有缪伯英生前用过的座钟、皮箱，有缪伯英参加敌后斗争
的化妆盒等。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在致辞
中表示，一定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秉承遗志、接续奋斗，
为长沙县早日实现“率先现代化，追赶前三强”战略目标，
作出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当天下午，长沙县还举行了“以身许党，敢为人先——
—
缪伯英生平思想学术研讨会”。

国内首条大尺寸OLED项目浏阳开工
湖 南 日 报 9 月 28 日 讯 （记 者 王 文 ）9
月27日， 总投资320亿元的第8.6代超高
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在浏阳经开
区（高新区）开工建设。 该项目落户浏阳，
是长沙市显示功能器件产业链建设取得

的重大突破， 将为长沙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动能。
今天开工的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
件生产线项目， 是国内首条大尺寸OLED生
产线，也是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布局的
第4个面板生产基地。
该项目占地约1200
亩，建设周期约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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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预计月产13.8万片面板，主要产品为4K、
8K、10K等超高清大尺寸显示面板， 并设立
光电显示研究院，负责从事新一代显示技术、
材料研究。 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50
亿元以上、税收13亿元以上，可吸引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企业20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预计
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创税9亿元。
显示功能器件产业链， 是我省重点

湖湘自然笔记

打造的优势新兴产业链。 近年来，浏阳围
绕蓝思科技等行业龙头企业开展精准招
商，引进了日写蓝思、欧智通科技、豪恩
声学等一批重点企业。 随着第8.6代超高
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的开工建
设，浏阳经开区集面板、显示、触控等于
一体的显示功能器件产业链日趋完善，
将着力打造成为千亿级产业集群。

桂花迟开，香盈长假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植物之间一定有某种暗号，要不然桂花怎么能像
约好了一样，在一夜之间开遍全城，四面八方、角角落
落，一不小心就会和桂香迎面相遇。 今年的桂花开得
有点晚，然而一来便浓香扑鼻，给即将到来的国庆长
假带来一份美好的享受。
一直到中秋节， 长沙城的桂花仍然安安静静，丝
毫不为中秋气氛所动。
“中秋节没有桂花，总觉得差点意思。 ”进入农历
八月后，在长沙某银行工作的摄影爱好者辉云每天都
要疑问桂花怎么还不开。
9月25日晚上，在位于长沙河西的小区门口，她闻
到了今秋第一缕桂花香。“桂花终于开了呢！ ”秋天的
一桩心事有了着落。
省森林植物园科普中心主任曾桂梅说，今年的桂
花确实是姗姗来迟，一般年份农历八月初就开始陆续
开放，到中秋时正好赏月赏桂，今年园里的桂花26日
左右才开放，眼下已经香得化不开。
园林专家说，桂花对天气条件非常敏感，开花的早
晚与气温、降雨和湿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桂花喜湿，气温
正常的年份，如果雨水多，就会开放得早。此外，桂花大面
积盛开需要的最低温度最好在20摄氏度以下。
今年我省进入9月以来降水稀少，湿度不够，天气

也凉得晚，“秋老虎”在9月上中旬盘踞多日，到中秋节
期间，才忽然迎来一段凉爽天气。 而桂花经过半个来
月的酝酿，终于爆发，近日昼夜温差大，适合桂花生
长，香味也特别浓。
阴天或早晚是闻香的最好时机； 而到了中午，随
着温度升高，空气流动加大，桂花的香味就会变淡。
从闻到第一缕桂花香开始，忽然间，走到城市哪
个角落都会与桂花相遇。 这种秋日的幸福感，无处不
在，踏实安稳。
每年桂花开的时候， 辉云都要给孩子做桂花糖
藕。
“桂花糖藕做法不难，就是繁琐得很。 ”辉云说，首
先要把摘回来的桂花一朵朵选出来，剔除多余的花梗
和已经枯萎的花瓣， 在秋天的阳光下细细挑选花朵，
心里会出奇地宁静。
藕要选择粗胖的，去皮后，斜着切开一头，把提前
浸泡好的糯米慢慢填进藕里， 藕孔没有想象中的大，
一粒粒糯米靠筷子细细填入，心急不得。 灌至八成，将
切下的藕用牙签原样封好，放入锅中，加冰糖、桂花，
上火蒸熟， 晾凉后再浇一点提前腌制好的桂花蜂蜜。
入口软糯香甜，满满的幸福味道。
眼下正是桂花的盛花期， 如果能来一场温和降
雨，将彻底催开所有未醒的花朵，让接下来的整个长
假香气满盈。

2019年“创响中国”
湖南湘江新区站启动
湖 南 日 报 9 月 28 日 讯 （记 者 王 晗 ） 昨天上午，2019年
“创响中国” 湖南湘江新区站系列活动在长沙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启动。
据介绍， 本次系列活动包含1场标志性活动，6场政策
宣讲、创业服务等专题活动，以及17场项目路演、培训等特
色活动，旨在进一步浓厚新区双创氛围，助力构建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金融助力、人才支撑的现代经济体系，打造
双创“升级版”。
湖南湘江新区是全国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3年
多来已集聚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550余个，包含国家级
众创空间17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个、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4个、 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120
多个；制定了专门的双创扶持政策，支持90多个双创示范
平台、优秀企业和个人，立项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同时，
争取到国家发改委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资金5000万元，重
点支持了7个双创支撑平台建设。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形成
了可复制的双创模式， 双创服务的功能和内容不断拓展，
双创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去年4月，湖南湘江新区双创工
作在国务院大督查中受到通报表彰。

我省组建首支
专职消防宣传队伍
湖 南 日 报 9 月 28 日 讯 （记 者 施 泉 江 通 讯 员 汪 丹 ）
27日， 由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43名
专职消防宣传员顺利通过考核， 正式进入工作岗位， 标
志着我省首支专职消防宣传队伍正式组建。
作为“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 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
此次招聘专职消防宣传员， 是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推进
社会化消防宣传落地生效的基础性、 保障性工作。 据了
解， 该批专职消防宣传员经过了笔试、 面试、 政审等一
系列严格筛选， 主要从事消防宣传文字采写和信息报道
等工作， 并负责上街下乡、 进村入户、 进企业进单位开
展消防宣传培训， 以及本单位消防宣传活动的组织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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