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周胜蓝）近日开幕的广东
现代农业博览会上，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签订《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 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 携手努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
高质量的“菜篮子”产品，推进两省现
代农业发展。

根据协议，两省建立信息合作交
流平台，共同推动湖南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食材绿色通道建设。广东方面将
协助湖南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大型

农业展会和产销对接活动，助推湘字
号农产品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农
产品消费市场和营销企业。双方支持
将湖南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流通企
业纳入粤港澳农产品经营企业供应
链体系，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农商互联
等活动。

协议明确，两省农业农村部门协

商制定支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基地建设的配套政策。湖南省农业农
村厅支持供粤港澳大湾区高标准蔬
菜生产基地建设，建立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以供港蔬菜的同一标准供
应整个大湾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致
力发挥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有关
平台的带动引导作用，更好地促进湖

南生产基地与广东市场经营渠道等
要素资源的有效对接，提高基地生产
积极性、 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
应、价格稳定和质量安全。

此次博览会在刚刚开业的广东
东西部扶贫协作交易市场举行，市场
内专门开设“湖南馆”，50多家湘字号
特色农产品企业入驻展示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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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廖声田 宁奎 ）11月26日至28日，
在张家界市两区两县及高新区的
20个项目的工地上、车间里，由市
级领导以及相关区县、市直单位负
责人组成的56人项目建设观摩团，
迎着寒风冷雨， 把脉项目建设发
展，并召开项目推进会，推动项目
建设更快更好发展。

今年以来，张家界牢牢扭住项
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千方百计引进
项目，创新举措落实项目，改善环
境服务项目，形成了抓项目、稳投
资、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1至10月， 张家界全年铺排
125个项目，完成投资215亿元，占
年度计划的108％，其中产业项目
完成投资95.6亿元。其中，列入省
“五个100” 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19.85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107％；
列入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的16个
项目，完成投资46.52亿元，占年度

考核任务110.9％， 目前排名全省
第一。

同时， 张家界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主动融入长江
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积
极参加“洽谈周”、湖南与央企对
接合作大会、 第十一届“中博
会”、 北京世园会等重大招商活
动，引进了世茂、东方希望集团、
北京文投、 华通机电等15家“三
类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
签约重大招商项目48个，签约金
额904.17亿元。

推进会上，张家界市委书记虢
正贵表示，张家界产业项目建设进
入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
期，全市上下将坚持“项目为王”理
念不动摇， 加大关键领域补短板、
稳投资力度， 进一步推进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重
大项目建设，为张家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蓄积更强大的动能。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见习记
者 蒋茜 通讯员 谢万波 周俊章)
11月28日， 道县举行2019年第四
季度第二次产业集中签约仪式，签
约重点项目11个， 合同引资22.78
亿元。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新
材料、机械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
由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投资，两个总装机10万千瓦的新能
源风电项目，总投资18亿元，项目
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5亿元。引进的
珠海市金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佛
山正吉机械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

主要涵盖机械制造、 智能装备领
域，总投资3.58亿元，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可达8.32亿元， 提供就业
岗位300余个。 东莞晶龙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的玻璃盖板产业项
目， 总投资1.2亿元， 建成后年产
OLED显示模组600万片、LGF导光
膜800万片，预计年产值可达3亿元
以上，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

道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对签约
的11个项目，该县将继续秉持“尊
商、亲商、安商”理念，进一步创优
环境，优化服务，全力支持11个重
大项目建设，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快速推进、早日达效。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李杏 梁彪

11月下旬，寒潮来袭，全国多地
气温“大跳水”，热胀冷缩效应让许多
施工中的建筑结构接受严峻考验。
“如果基坑施工采用我们研发的钢支
撑轴力智能监控系统，一旦原有钢支
撑发生收缩，安装在其上的智能千斤
顶能根据既定压力值自动伸展补
偿。” 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柳奇自豪地说。

这家位于长沙望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公司，正是凭借自主研发精神
与一项项“黑科技”，10年内从年产值
不足500万元的小企业, 发展成为掌
握26项发明专利和66项实用新型专
利，年产值达4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

智能张拉，桥梁施工更
“智慧”

“准备完毕 ，开始张拉！”10月
28日，随着山东省临沂市滨河路涑河
桥项目负责人一声令下，联智公司的
施工人员按下智能同步张拉机的

“开始”键，全桥22根弯弯曲曲的吊杆
逐渐变成一条条绷紧的直线，仅一小
时便完成张拉施工。

这是国内同种类型桥梁第一次
采用同步张拉工艺。“传统拉索桥张
拉依赖人工操作，误差率大，且一次
只能拉一对， 前面的拉索张拉完，后
面拉索在施力时又会影响前面的结
果， 需要来回反复调整， 费时又费
力。”联智公司一名工程师告诉记者，
公司研发的智能同步张拉工艺为整
座桥所有拉索全部配置智能张拉千
斤顶，先期在电脑系统中设置好每一
根拉索的目标索力， 一旦开始张拉，
所有吊杆同时受力， 一次张拉到位，
且张拉力值精度控制在±1%以内，
同步精度控制在5%以内， 能为桥梁
施工节省十几天到数月不等的时间。

10年前，联智只是一家小小的公
路工程试验检测单位， 检测过程中，
他们发现由于传统人工张拉导致的
预应力不达标，一些桥梁没到设计年
限就要提前“退役”，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乃至危及生命，留下无尽遗憾。

如何让中国的桥梁更安全？“必须
杜绝传统人工施工的不可控因素，实现

预应力张拉全过程的自动化。” 刘柳奇
带领团队一头扎进研发。2012年，公司
第一代智能张拉设备投入市场，通过设
置力值、时段、加载速率和持荷时间自
动完成张拉，可溯源的数据还能为后期
维护提供参考，瞬间成为“爆款”。

随后， 公司又研发了智能压浆系
统、预制梁智能养护系统等衍生产品，
大大提高了道路桥梁的耐久性和安全
性。目前已在港珠澳大桥、中朝鸭绿江
大桥等全国30个省市区的交通市政工
程得到推广应用， 还出口到阿尔及利
亚、印尼等国家，用户超过5000家。

北斗“站岗”，基础设施
更安全

10月以来， 行走在长沙市望城
区，可发现沩水大桥、茶亭水库、长沙
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等许多公共基
础设施上“长”出了一个个小小身形
的白色“蘑菇头”。它们采用太阳能电
板维持运转，通过顶部的一根小天线
接收来自“北斗”卫星发出的信号，从
而实时监测山体与建筑结构发生的
细微位移。

这是联智公司安装的“北斗+安
全”智能监测站。2015年时，市场已经
得到大幅拓展的联智公司没有骄傲
自满、停滞不前，而是在追寻“让结构
更安全” 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
伐。公司调动各方优质资源组建研发

团队，于2016年推出了以北斗高精度
定位技术为核心、以云物联平台为载
体、以专业的工程技术为支撑的“北
斗+安全综合监测预警云平台”。

走进位于公司三楼的北斗智能
监控中心， 只见大屏幕上显示着湖
南、贵州、甘肃、四川等地的高速公路
边坡、桥梁以及天然气管线项目的实
时监测位移曲线图，各监测点正在不
断向位于长沙的监控大厅实时传输
数据。“蓝线代表沉降位移，精度达到
3至5毫米； 红线和绿线代表水平位
移，精度达到2至3毫米。”该公司一名
技术人员介绍，“一旦出现异常，系统
会自动预警，用户可通过手机或电脑
第一时间查看并进行处理。”

4月10日上午9时26分，智能监控
中心发出一级预警，原来贵州某在建
高速公路隧道口仰坡监测点监测到
0.16米水平位移和0.14米沉降位移，
而坡下众多建筑工人和机械正在施
工。警报信息立即传给业主，施工人
员迅速撤离，避免了一起重大险情。

目前，该系统已在全国10余个省
市开展了监测服务， 不仅“看诊把
脉”，还“开处方”和“抓药治疗”，为出
现预警的项目提供解决方案及处置
服务，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和社会整体安全。“下一步，我们将
致力于构建基础设施安全智能监测
大数据云，为管理和设计部门提供更
有价值的服务。”刘柳奇表示。

走上高质量发展
专业跑道

张家界完成项目投资215亿元
重大招商项目签约904.17亿元

道县11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22.78亿元

联智科技：

为公共结构安全“保驾护航”

湘粤农业农村部门签订协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

12月2日，湘阴县工业园湖南凯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变压器。今年以来，该园在优化营商环
境上出实招，为世邦科技、华隆重工等14个项目完成手续全程代办，解决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
110余个。目前，园区新增规模工业企业5家，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44.45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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