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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六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 互联网

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
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
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
络空间全球治理，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 � � �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易珍 姚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
歌声多么响亮……”10月20日， 人潮涌动的
长沙橘子洲景区如往常一样热闹。上午10时
30分，一个甜美的童声响起，拉开了我和我
的祖国———文化新生活“湖南如此多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播体操快闪活动暨“到
群众需要的地方去”文艺演出的序幕。《歌唱
祖国》亲切熟悉的旋律迅速感染现场的市民

游客，大家纷纷驻足观看、歌唱。
歌声甫歇，1100多名身着红衣的“舞者”

从四面八方涌向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前的
广场、问天台广场，表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广播体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纪最大
的70岁，最小的仅12岁。

据介绍， 这套广播体操由省文化馆编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为主题，分为
13个章节，时长9分钟，将主流文化与健身相结

合、将舞蹈与广播体操相结合，并融入民族民
间舞蹈等多种元素。快闪活动结束后，还举办
了“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文化惠民演出。

据活动主办方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同一天，在株洲文化园世纪广场、湘潭东
方红广场、衡阳蔡伦竹海等地，湖南各个市
州都举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播体操
快闪活动，上万人随音乐“翩翩起舞”，以最
美的“舞姿”向祖国告白。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 人民的好战士
雷锋被评为全国“最美奋斗者”，这名受党和
国家领导人题词最多的士兵， 再一次引起社
会关注。

在雷锋的家乡望城以及他工作、 生活过
的地方，他生前的战友、同事、好友和新时代
的雷锋精神践行者们， 纷纷追忆雷锋为国家
和人民奋斗终生的事迹。

为事业而奋斗
“雷锋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历经过农民、

工人、战士等不同岗位。无论身处什么位置，
他始终不懈奋斗，精益求精，总能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在湖南雷锋纪念
馆， 雷锋精神宣讲员谭荒芳在雷锋驾驶红色
德特-54型拖拉机的展区前，向记者讲述了18
岁的雷锋在团山湖学开拖拉机的故事。

“那个年代，骑自行车的都特别少，但雷
锋只用了五六天，就学会了开拖拉机。”每天
清早， 他赶在师傅来之前擦好机身、 拧紧螺
丝、注满机油、检查机器，做足一切准备工作；
随师傅出车时，则一边当农具手、做犁铧手，一
边仔细揣摩师傅的一举一动；收工后，仍坐在驾
驶室模拟驾驶动作；晚上回宿舍，又坐在灯下阅

读有关拖拉机的构造、驾驶、维修书籍。
“深入的研究让雷锋成为拖拉机‘里手’。”

一天，拖拉机的气缸垫片烧坏了，一时找不到合
适的配件。他计上心头，拿出一块厚约5毫米的
长铜皮，找来刻章师傅，硬是凿出了一块满是大
洞小孔的新垫片，成功修好了机器。

雷锋的“螺丝钉” 精神深刻影响了谭荒
芳。幼年时因事故截除双手的她，被安排到纪
念馆工作后，主动接手档案整理工作，克服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残缺的“双手”收集、整
理、完善了雷锋相关资料1200多万字，文物、
实物近千件，成就了“无手亦能写春秋”的精
彩人生。 荩荩（下转3版②）

最美奋斗者 为事业、人民和祖国奋斗终生
———追记雷锋

� � � �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杨能团）智慧轨道，联通未来；湘江
之滨，见证精彩。今天，为期三天的2019中
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精
彩落幕，共有406家企业参展，观展人数超
过3万人次。

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面积达5.4万平
方米，中国中车、中国通号、中国铁建、耐克
森、 克诺尔等世界轨道交通行业龙头企业
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共406家参展。 近3000
名中外嘉宾， 包括11名院士、35名中外专
家，10个国家驻华使节，80家金融机构，
200余名世界知名企业高管，35个国际性
组织和行业商协会，68家境外采购商，26
个省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主管部门和建设运
营、规划设计等行业代表参会。

博览会以“智慧轨道、联通未来”为主

题，融合专业理念、国际标准、市场手段，搭
建“展会+贸易”“展会+金融”“展会+人才”等
载体，举办了轨道交通发展论坛、城市轨道交
通新型移动装备论坛、 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人才对接会、 轨道交通国际投融资合作
论坛、株洲论坛等20多项配套活动，精彩纷
呈。中外企业举行“一对一”商务洽谈，就进一
步深化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湖南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再一
次吸引世界目光。来自亚洲、欧洲、北美、非
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代表团，通过
参会参展、洽谈考察等渠道，与长沙、株洲
达成了一批战略合作意向， 形成了系列合
作成果；众多知名企业、前沿科技产业、最
新科技成果悉数亮相，24家企业首次发布
107项新产品和新技术，85%的参展企业展
示了创新产品和前沿技术。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落幕

406家企业参展，观展人数超过3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覃正文 陈林

金秋十月，沅澧大地一派丰收景象。在常
德经开区湖南金康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条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 每天3万个手机摄
像头从这里产出；在愿景装配式建筑新材料石
门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部分生产设备开始装
配，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可年产轻质高强硅酸钙
板9000万平方米，创产值27亿元……

今年上半年，常德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7%、8.4%，发展势头
强劲。 这是常德市践行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收获的果实。

打破“一家独大”
9月18日，走进全球最大的单一塔机生产

基地———常德高新区湖南中联重科建筑起重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智能生产工厂， 智能立库
区域的机器人正按照指令有序提取、 运输物
料。榫头标准节生产线上，智能机器人在有条
不紊地焊接产品。“这条柔性生产线， 可以生
产从全球最小到全球最大的塔机标准节。”公
司总经理助理刘鑫介绍。

中联建起公司落户常德13年， 因持续推
动制造升级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产品先后创
造4个“世界之最”。“我们智能工厂有12条自动化生产线、1万多个传
感器、100多台工业机器人。平均每10分钟产出1节标准节，每110分
钟下线一台塔机。工厂中电流、气体、油漆、废水废气排放等都由
MES（制造执行系统）中央大脑管控，既节能又环保。”刘鑫说，今年
公司产值可望突破100亿元大关。

在中联建起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常德装备制造业百花争艳。200
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异军突起， 所创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半壁江
山，打破烟草“一家独大”格局，推动产业发展走向多点支撑。

荩荩（下转8版）

� � � �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通讯员 李石德
记者 李文峰）金秋时节，一批青年海归博士
慕名到株洲“中国动力谷”，选择扎根湖南工
业大学、株硬集团、株洲国轨等单位，开展创
新创业。总部在美国西雅图的Ubi公司与株洲
市签下战略合作协议， 入驻株洲高新区国家
自主创新园， 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创
新中心。

近年来，株洲市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为打造当前“中国动力谷”和未来“世界动
力谷”提供强大支撑。该市有效对接省“芙蓉
人才行动计划”，率先出台进一步推进人才优
先发展30条措施， 在人才引进培养、 编制管
理、成果转化、双创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向
用人主体放权，给人才发展松绑。同时，相关
部门联合出台配套实施细则17个，为“人才30
条”落地明确责任主体，提供程序保障。

为向用人主体放权， 株洲市建立了企业
举才机制和以职业成就、 产业贡献为主要依
据的评价机制，把人才评价权交给企业，由企
业凭业绩举荐核心人才。目前，全市已分类认
定高层次产业人才1610人，其中A类3人、B类
67人、C类227人。 已兑现重点产业贡献奖励
172人,计575万元。中车株洲所半导体事业部
研发中心林肯分中心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王
彦刚被评为B类等级，获得100万元奖励。

至今年8月底，株洲市已拥有科技创新人才24万人。其中，引进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7人、省级百人计划人才4人、科技创新人才23人，
自培国家万人计划人才4人，并遴选行业核心专家294人、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119人。除了本土3位院士外，还与45名院士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已有20多位院士、专家带着项目和技术入驻株洲，实施省市
重大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项目121个。

去年，株洲市高新技术企业达735家，成功入选“国家创新型城
市”建设试点名单。今年上半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7.3%，增速居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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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万人同演“核心价值观广播操”

� � � � 10月20日
上午，千多名来
自不同岗位的
“舞者” 在长沙
橘子洲，一起表
演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广播
体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7条盘绕主火炬塔的烟火带，游龙般直
奔主火炬，点燃军运会圣火。在10月18日
晚开幕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现
场，浏阳焰火点燃了世界军运会的圣火，点
燃圣火的传火装置来自浏阳大瑶。

“浏阳烟花响天下，天下烟花看大瑶。”
大瑶是世界花炮之源， 世界花炮文化的发
祥地。1400多年前， 花炮始祖李畋诞生在
大瑶， 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花炮
及原辅材料集散中心， 产品远销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10月17日， 记者走进浏阳市大瑶镇，
探寻烟花小镇新貌。

花炮企业忙转型
从浏洪高速进入大瑶镇， 沿着宽阔的

迎宾大道进入集镇， 孩童掩耳点鞭炮的雕
塑、浏阳国际花炮商贸城、花炮始祖李畋广
场、 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等花炮元素扑面
而来，提前感受着烟花小镇的风采。

在随后的走访中， 记者处处感受到烟
花产业转型升级的脉搏。 今年的国庆联欢

活动中，全球首创的“3D立体动感烟花”惊
艳北京，参与3D立体动感烟花研制和焰火
燃放的棠花烟花有限公司就来自大瑶。在
该公司燃放辅材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
整理从北京运回来的钢架和炮筒等燃放设
备。公司负责人邱春良介绍说，今年，棠花
烟花通过转型,加大科研投入,在大型焰火
燃放板块迎来大丰收。 公司除了参与北京
国庆焰火燃放，还参加了北京世园会等8场
重大活动的大型焰火燃放, 产品远销美欧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外顶尖燃放
公司青睐。

同处于大瑶的银洋烟花公司则是浏阳
传统花炮企业通过转型突围的一支生力
军,今年3月，银洋烟花公司在行业内又率
先喊出打造“城市烟花”的口号,并致力于
城市烟花的研发、生产、销售。银洋烟花首
倡的城市烟花是一类适合在城市燃放的小
型烟花产品，主打安全环保。走进大瑶的浏
阳国际花炮商贸城11楼银洋城市烟花展
厅， 可以看到九大品类上千种小型烟花产
品摆满展台, 这些小型烟花不仅造型可爱
且做工精良，令人眼前一亮。

荩荩（下转9版）

建设特色产业小镇，是我省加快产业项
目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为

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我省出台支持政
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培育发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小镇,取得了显著
成效。今年，我省评选出了30个省级特色产
业小镇,这些产业小镇，有的以工业制造业
为主体，有的以农业产业为依托，有的以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核心，形成了风貌独具
的工业特色小镇、农业特色小镇、文旅特色
小镇。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小镇大业看
湖南》专栏，展示我省特色产业小镇的建设
成就和时代风采。敬请关注！

烟花小镇 惊艳世界
———浏阳市大瑶镇探访

编者按

小镇大业
看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这是湖南最舒爽的秋天， 这是中国轨
道交通行业发展最好的时代。

10月18日至20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
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成功举行。

406家参展企业带来最新成果，百余项新
技术、新产品，让国内外嘉宾眼前为之一亮。

20多场论坛、人才对接等活动，激荡
起行业内顶级智慧的头脑，一时火花无限。

上百亿元的签约项目， 见证了产业的
蓬勃兴旺；跨行业的合作，让轨道交通的未
来，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中外专家、媒体评价本届博览会，豪迈
放言：“中国轨道交通如此光芒万丈”“这是
底气与实力的见证”“中国轨道交通将引领
世界100年”……轨道交通高光时刻，在湖
南聚焦。

顶尖技术，震撼人心
107项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期而遇”

“通过这个展会，看到了中国在轨道交
通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非常震撼！”土耳

其卡拉比克大学副校长、 教授Mustafa�
Yasar观展之后难掩惊喜。

3天时间里， 博览会好似一个“竞技
场”，406家参展企业， 家家都拿出了“绝
活”。

手指大小的螺丝钉、 银白色的钢材支
架、不起眼的黑盒子……不要小看它们，这
里绝大部分展品， 是轨道交通行业内最新
研发的顶尖“黑科技”。

新系统给轨道交通人“减负”。打开控
制柜、传输数据、预警故障……这些全部靠
一个白色的机盒自动完成。 长沙地铁最新
发布的“无人值守机房维护支持系统”，能
独立完成90%以上的配电室日常巡检工
作。明年将广泛投入使用，守护人们的地铁
出行安全。

新技术让列车行驶更安全。 湖南中通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目前国际最先进
的技术———声振动光纤传感检测技术。只
需在轨道旁埋下一根光纤，列车驶过，所有
微小的振动， 甚至列车内乘客的说话声都
能监测得一清二楚， 就像在轨道上给列车
安了个“黑匣子”。 荩荩（下转3版①）

高光时刻 见证非凡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