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9年10月20日 星期日
要闻 02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李
永亮 通讯员 林乐） 在10月18日开幕的比利
时世界客车博览会上， 中国中车旗下时代电
动发布了全新一代新能源客车“新巴客2.0”车
型，其兼具电动化与智能化于一身，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和客户的广泛关注。

“新巴客2.0”较之2018年发布的“新巴

客”车型，性能全面提升，电动化和智能化程
度更高。

其电池管理系统，犹如“蜘蛛侠”，能利用
灵敏的触角，监测、采集车辆实况信息，为车
辆织就一张缜密的数据网、安全网；同时能使
汽车实际节能20%至30%，电池系统使用寿命
延长8%至10%。

在智能安全方面，“新巴客2.0” 将网联、智
能、大数据功能引入日常行驶，使车辆具备了驾
驶预警、油门误踩防护、驱动防滑等“自我保护”
能力，停车、行车、用车安全性更高。乘客仓与电
池仓、 电器仓采用了隔离设计， 可有效保证安
全；紧急情况下，自动应急系统可自动开启逃生
窗，确保3分钟内所有司乘人员逃生。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吴蔚）10月18日在吉首市召开的第十二
届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发布“全国百强村
镇银行”名单，其中，我省的茶陵浦发村镇银
行、临武浦发村镇银行、资兴浦发村镇银行、
湘西长行村镇银行、宜章长行村镇银行入列。

此次从全国1631家村镇银行中评选出62
家“全国百强村镇银行”。跻身全国百强的我
省5家村镇银行，也是以“产业+金融”双驱联

动模式助力脱贫攻坚的优秀代表。
以“浦发系”村镇银行为例，从2009年开

始，浦发银行作为主发起行，先后在我省的资
兴、沅江、茶陵、临武、衡南5县批量设立5家村
镇银行。近些年，在浦发银行总行及长沙分行
的精心指导下，在湘“浦发系”村镇银行综合
运用扶贫贷款、政策贴息、产业帮扶等政策，
凝聚政、企、银三方合力，创新农村金融综合
服务方式，累计投入3亿多元扶贫资金，惠及

贫困户6000多户。同时，长沙银行控股发起湘
西、祁阳、宜章三家村镇银行，湘西长行村镇
银行也是全国首家地市级村镇银行。

省村镇银行协会会长高峰介绍， 全省61
家村镇银行覆盖了68个县市， 县域覆盖面
78.2%，总资产为567.5亿元，存、贷款分别为
446.9亿元和294.2亿元。村镇银行已经成为支
农支小的新生力量， 预计2020年实现全省村
镇银行县域“全覆盖”。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书庚）一场非洲猪瘟，引发养猪
业震荡。着眼“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湖
南养殖业加快转型升级。

今年7月，湘沙猪配套系通过农业农村
部评审，“国保” 名猪沙子岭猪保种实现产
业化。几天前，湘村黑猪联手盒马鲜生、永
辉超市，拓展新零售渠道，以产业升级赢得
消费升级商机。

近年来， 湖南养殖业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稳猪保禽促牛羊。虽然历经自然风
险、疫情风险、市场风险，养殖业高质量发
展势头不减，愈是艰难愈向前。

持续调优产业结构。 依据环境承载能
力、资源禀赋，生猪产业规划为“四个区”，
即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适度发展区、
潜力增长区，推进产能由都市近郊、水网地
区向环境容量大的湘西、湘南地区转移；湘
西南利用草山草坡， 加快发展牛羊等草食
牧业。

持续发展特色养殖。省财政每年安排
专项资金， 支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大力发
展宁乡花猪、沙子岭猪、湘村黑猪、湘西
黑猪、湘西黄牛、湘东黑山羊、临武鸭等
特色养殖。

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全省落实“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退养关停规模畜禽养殖场
3915家；按照“有退有进”原则，大力引导
适养区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做到“退进结
合”。省里支持新五丰、湘佳、正大等20余
家龙头企业，在适养区布点，建设标准化适
度规模养殖基地；引进温氏集团，在永州等
地布局一体化养猪分公司；支持佳和、唐人
神等龙头企业， 在湘南湘西新建百万头生
猪养殖基地。

目前， 全省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233个、 省级示范场
757个， 为优质畜禽产品供应夯实了基
础。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陈静） 昨天， 由省委宣传部和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潇湘红色故事专题宣讲在省
军区举行。省军区全体机关干部、省人武
学院专武干部集训队和直属队全体官兵
参加。

据了解，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启动后，省军区党委坚持开门
搞教育、关门补短板，引导官兵赓续红色血
脉、争当红色传人，将部队建设蓝图落到实
处。开展此次专题宣讲，旨在引导党员干部
在重温党的历史中锤炼党性修养， 在学习
先进英模中陶冶思想情操， 在检视反思中
来一次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 使参加主题
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思想再洗礼、 初心再

觉醒、 使命再升华、 忠诚再淬炼的实践过
程。

专题宣讲分为“初心不改”“鱼水情深”
“使命担当”3个篇章。 为了再现历史场景，
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现场感，10位讲解员
通过声情并茂、图文结合的形式，分别讲述
了毛泽东、 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以及陈树湘、陈能宽、王新法等不同时期
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

官兵们纷纷表示，不忘初心，方可告
慰历史、告慰先辈。作为共和国军人，要
自觉站在爱党报国、 改革强军的高度，
坚持“肩挑千钧担，手捏绣花针 ”，切实
把强军兴军的担子挑稳，把本职工作的
针脚绣密，让奋斗成为人生最亮丽的底
色。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
讯员 刘天胜）在昨天举行的2019中国国际轨
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
上，被喻为湖南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三“基”
项目，即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湖南国基检
测认证有限公司、 株洲国联轨道交通产业服

务中心同时揭牌。副省长陈飞出席揭牌仪式。
据介绍，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是中国

中车集团贯彻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
策，打造中国轨道交通“双创”园株洲园区的
重要举措， 将构建起极具行业特色的轨道交
通双创平台。 湖南国基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是

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国内第三家、 湖南省第一
家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 将围绕轨道交通装
备检测认证共性需求， 打造国际一流的轨道
装备检验、检测、评估、认证机构。株洲国联轨
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由中车株机牵头组建，
将主要从公共服务平台、 实体项目等方面开
展工作，培育更高层面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推
动株洲轨道交通装备打造成国家级先进轨道
交通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张明明） 如何解决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的迁移性择校？ 高等教育扩展对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哪些影响？ 如何解决
有偿补课的困境？ 国内读研还是出国留
学？ 教育和经济息息相关。 今天上午，中
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2019年学术
年会暨理事会换届大会在长沙开幕。围
绕“教育现代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
角”主题，来自全国25个省市、96所高校
院所及科研机构从事教育经济理论和实
践改革的专家学者300余人参与探讨。50
位学者将作精彩发言，200余篇学术论文
各有高见。

据悉，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经济学分会主办， 湖南师范大学商
学院承办。开幕式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
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教授、 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范先佐教授、 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岳昌君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叶忠教授分别作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经济学思想》《关
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思考》《教育促进经
济增长的趋势变化》《人力资本和代际收
入》的主题演讲。

本次学术年会为期两天，设置了7个
专题会场和1个自组会场。7个专题会场
分别就教育扶贫、农村教育和资源配置、
教育机会、公平和效率、学生评价与教师
发展、学前教育、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
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利用模式与基础教育
改革、 职业教育改革与民办教育分类管
理、 高等教育决策与发展主题展开发言
讨论。16名专家学者还自组了一个会场，
专门就“中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问题进
行探讨。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唐星波 辛眉 夏鸿 ）今天，湖南省公路
事务中心成立， 湖南省公路管理局成建制撤
销；湖南省水运管理局（湖南省地方海事局、
湖南省船舶检验局） 更名为湖南省水运事务
中心。 这标志着我省交通体制改革迈出了关

键性步伐。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

构改革的决策部署， 推进我省交通行业政事
分离、强化公益属性，经中央和省委批准，分
别成立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 湖南省水运事
务中心， 作为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管理的两个

副厅级事业单位。
省公路事务中心， 主要参与高速公路和

普通国省道建设、改造、养护年度建议计划初
步审核，指导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承
担省本级路政许可监管、 公路车辆通行费征
收、 高速公路运营和路况服务质量监管等事
务性工作。

省水运事务中心， 整合渔业船舶检验等
职能，主要承担水上交通安全、船舶和港口防
污染、船舶船员、船舶（含渔船）检验、港口、航
道、水路运输市场等监督管理的事务性工作。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李明阳）18日15时，在许广高速长湘段莲花
到道林枢纽往南处，随着一段钢横梁牢固稳定
在ETC门架两端立柱上，标志着我省高速公路

的1144套ETC门架吊装全部完成。11月1日起，
我省ETC系统将与全国联网展开联调联试。

ETC门架系统是取消省界收费站实现电
子不停车收费的重要设施。 湖南省需新建

1144套ETC门架系统， 其中省界ETC门架96
套，非省界ETC门架1048套。

自8月开始，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联
合省高警局、湖南交通科学研究院、各运营单
位，加快推进ETC门架系统建设。

按计划，10月底前将完成ETC门架系统
软硬件建设，11月开始全国联调联试。今年底
前，全省将取消所有省界收费站。2020年1月1
日起， 全省高速公路ETC门架系统将正式投
入使用，届时收费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时代电动新能源客车———

“新巴客2.0”全球首发

我省五家村镇银行跻身全国百强
由“浦发系”“长行系”包揽

10月19日，嘉禾县坦坪镇峰塘村，光伏面板沿着山体整齐排列，在秋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甚为壮观。近年，该镇引进晶科光伏项目，实施“农
光互补”，在羊古洞水库周边5个村的荒山上，布满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每年可发电2500万千瓦时，既为当地带来了土地租金收入，又给村民提供了
劳务就业，助民增收致富。 黄春涛 摄

农光互补 助民增收

三“基”揭牌，助力轨道交通集群发展

打造优质畜禽产品供应基地
湖南养殖业加快转型升级

倾听红色故事 永葆革命初心
省军区举行潇湘红色故事专题宣讲

教育经济专家长沙探讨教育现代化

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
湖南省水运事务中心挂牌成立

全省ETC门架吊装全部完成
下月开始全国联调联试；

年底前，全省将取消所有省界收费站

荨荨（上接1版⑤）
早在2015年， 衡阳市就由市水利部门牵

头，联合公安、交通、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
门，打造24小时连续执法的“大河道”管理联
合执法队伍，既打击非法采砂、非法排污、非
法电鱼，也对水上垃圾排放、船舶油渍泄漏等
其他违法行为进行现场交办、限期处理。该经

验得到省政府肯定，并在全省推广，江苏省水
利厅等外省一些单位还前来“取经”。

2018年，衡阳对全市322个非法砂场作出
“红牌退场”处置，建立38处采砂船集中停靠
点，供153艘采砂船舶集中停靠，并明确河长、
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监管、行政执法等河道采
砂监管4个责任人，有效做到发展与环保相统

一。今年3月，衡阳市下发总河长5号令，在全
市进一步开展打击非法吸砂专项整治， 对辖
区河道内运砂船舶开展地毯式大排查大清
查，以巩固整治成效。

“自从取缔了非法砂场，水清了，鱼多了，两
岸重新成为附近村民观光嬉戏的休闲胜地。”原
永发砂场附近居民罗传文赞叹道。

荨荨（上接1版④）
2017年7月17日，张家界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努尔苏丹（原阿斯塔纳）设立首个
“丝路驿站”， 开创地市州在海外设立旅
游合作联合机构的全国先河。2018年，俄
罗斯圣彼得堡、捷克布拉格两处“丝路驿
站”相继成立，前来张家界的境外游客越
来越多。 世界旅游联盟联合酷旅互动数
据，前不久对外发布的《2019中国入境旅
游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张家界2018年游
客入境旅游关注度涨幅位列全国第二，
仅次于深圳。

今年，张家界根据“一带一路”沿线旅
游城市需求，加大“丝路驿站”建设进程。8
月7日，张家界市举办“丝路驿站”集中授牌
仪式，由张家界本地旅行社与德国柏林、日
本东京、韩国首尔、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
大型旅游机构共同挂牌10个“丝路驿站”。
目前，该市已设立13个丝路驿站。

“丝路驿站”带来辐射效应明显。前三
季度，该市接待入境游客98.5万人次，同比
增长178.9%， 入境旅游收入5.914亿美元，
同比增长229.71%。 入境旅游收入与增幅
排名均是全省第一。

荨荨（上接1版③）
周德元说， 这是公司特有的专利，目

前，中国跑的每一辆高铁，几乎都安装了福
莱格霍莫尔公司的这款全钢防松自锁螺
母，公司还和中车株机、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诸多企业达成了长久的合作。

“明年， 我们将把中国总部搬到湖南
来。”周德元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的聚集
效应， 让公司毅然选择将湖南作为进一步
开拓中国市场的“大本营”，这款目前仅在
德国生产的产品， 也预计将在几年内实现
湖南本地化生产。

本次轨道交通装备博览会上， 还有

不少国外企业参展。法国的耐克森线缆
公司带来了控制电缆、 通信电缆、 动力
电缆等数十种产品，借助博览会平台展
示自己用于轨道交通行业的“明星产
品”。

TUV南德意志集团专为轨道交通企
业提供项目管理、安全管理和审批管理、电
气零部件认证和测试等诸多服务， 集团负
责人表示，这次参展，集团的高层领导和技
术总工程师均来到了长沙， 既是为了集中
展示企业的整体业务， 也为了和沟通已久
的湖南轨道交通行业内的客户见面， 进一
步探讨合作事宜。

荨荨（紧接1版②）轨道交通行业是人才密集
的创新行业，“528个高端人才需求，岗位年
薪平均28.57万元”， 在人才峰会专题活动
上， 湖南向外发布2019年至2020年智能制
造产业高端人才的“英雄帖”。湖南正以更

深邃的目光张开臂膀，广纳天下英才。
这场顶级博览会， 足以让人们感受到

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砰然的脉动。 站在
“源点”， 畅想未来， 中国轨道交通美好可
期。

荨荨（上接1版①）
主题演讲环节，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一局

副局长庞景润对轨道交通行业发展趋势和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轨项目融资模式作了详
细介绍。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中车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公司分别分享了
融资案例、金融租赁优势、行业风险和投
资模式。

越南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团唯划介
绍了越南铁路现状和投资方向、 机制。
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副司长万·迪拉
潘介绍了老挝的交通现状、重点投资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