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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鸿涛 郭 飞 吴 江 唐 华
1月中旬，走进怀化市鹤城工业集

中区内的怀化晟力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可见新投入的两条钢筋桁
架生产线正在有序生产。该公司是一
家装配式建筑科技型企业，相比传统
的绑扎钢筋，在生产车间内的自动化
生产，实现了节材、节能、节水、节时、
节地和环保。

2019年12月24日，省委书记杜家
毫到晟力精工考察，了解产业承接和
发展情况，高度评价该公司 PEC 装配
式建筑体系。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鹤城工业集中区以承接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力发展以装配式建
筑为核心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装配
式建筑示范基地，推动全区产业转型升
级。目前，园区已初步培育形成以先进
装备制造为主导、以医药康养为特色的
产业集聚格局。园区装配式建筑企业
已达 4家，产业链企业达 12家，业务范
围辐射周边300公里。2019年，园区装
配式建筑企业实现总产值18.7亿元、产
业链企业总产值30亿元。

从0%到15%

在怀化远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水泥灌浆机的操作人员在显
示屏上点下出口定位，再操控摇杆，就
能把水泥精准地灌入预制模板中。

怀化远大是一家以工厂流水线生
产 PC 预制构件、装备成批量制造和以
市场定制而成立的高科技装配式建筑
企业。其拥有世界级 PC 工厂，全工业
化操作，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造房
子，像搭积木一样盖新楼”，提速建筑
产业从“建造”走向“智造”。

怀化远大于 2018 年 2 月投产，
2019年底完成怀化学院光电楼、怀芷高
速服务区、凤凰芙蓉学校、黄金坳中学等
一 批 项 目 建 设 ，年 产 值 3000 万 元 。
2020年即将开始鹤城区商业服务中心、
鹤城芙蓉学校、湖南医药学院二期、怀化
学院等项目的建设。

在湖南嘉晟住建科技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有序地忙绿在各
自岗位，建房需要的各个不同构件从这
里生产而出。与以往需要现场施工不

同，在工厂里就能实现流水化作业。
“建造速度更快，更安全，更环保，

装配率更高。”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鹤城工业集中区组建于 2010年 5

月，2012年 12月升级为省级工业集中
区，2017 年 7 月纳入国家高新区——
怀化市高新区东园管理。

鹤城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夏梁
峻介绍，园区成立至今，一直以省发改委
批复的通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为主导
产业，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产
业及产业园区三年倍增、三年提升要求，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推进主特产业
优化升级。近年来，园区发展以装配式
建筑为核心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装配式产业实现较快发展，在全市建筑
市场份额由0%提升至15%。

园区装配式建筑企业具有较强的
技术力量支撑。嘉晟住建获评高新技
术企业；怀化远大获批为2018年“省级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远大住工（参

股怀化远大）在香港成功上市；长江精
工为国内装配式建筑领跑企业，其全
资子公司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此外，鹤城区还获批为湖南省级
装配式建筑示范候选城市。

打造全产业链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
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
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筑用构件
和配件，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
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
建筑。

近年来，国家、省、市均出台了多项
相关政策和措施。2018年，怀化市出台

《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
意见》，明确了近三年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鹤城区培育壮
大装配式建筑战略型新兴产业，对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打造环境‘磁场’，铸就投资‘洼
地’。”鹤城区委书记熊安台介绍，鹤城
区争当承接产业转移的“领头雁”，出
台了《促进工业园及园区企业发展实
施办法》，已初步形成以怀化远大、嘉
晟住建、长江精工集团为代表的装配
式建筑示范基地。

鹤城工业集中区加快主特产业优
化升级，不断延伸产业链。围绕主特
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同时，优
化营商环境。目前，鹤城工业集中区
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基本完善，路网
骨架基本成型，为园区打造装配式建
筑示范基地奠定了基础。

筑巢引凤凤奋飞。2019年5月初，
国内五百强企业——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户鹤城区，其全
资子公司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与湖南嘉晟住建科技有限公司、鹤城区
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实施长江
精工怀化装配式建筑科技产业园项

目。此次合作项目总投资7亿元，将建
设 PEC 钢混组合结构智能生产线、H
型钢智能生产线、大型钢结构桥梁构件
生产线及设计研发中心等。随即，怀化
晟力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晟力精
工现已承接建设的南城景园安置区、鹤
城政务中心项目，将打造成怀化装配式
建筑示范样板工程。

目前，鹤城区现已建成并投产的
装配式建筑企业有 4 家，分别为怀化
远大、嘉晟住建、大鼎钢构、晟力精
工。“智造”升级，装配式建筑发展，必
将带来建筑业的美丽蝶变，有力推动
怀化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跃上新台
阶。

打造装配式建筑产业全产业链，
园区不断发挥招商的垂直和针对性。
装配式产业链上游形成了金磊、天宇、
东星、小康木业等原材料生产企业；产
业链下游整合了市内吉驷玻璃、云迪
钢化玻璃、金星特种玻璃、惠泰玻璃在
内的主要玻璃生产企业。此外，善上
居、建东、东星铝合金门窗企业即将签
订入园协议，装配式产业链不断延伸
发展。下一步，园区将进一步围绕装
配式建筑产业建链补链强链精准发
力，壮大装配式建筑体量。

·精彩湖南·

“智造”蝶变 产业升级
——怀化市鹤城区打造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侧记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吴章松 钟铖）重组整合，
实现 1+1＞2。今天，记者从湘科集团
2020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由湖南兵
器集团与新天地集团整合而成的湘科
集团，2019 年完成营业收入 52.6 亿
元，同比增长 12.6%，实现利润总额
1.32亿元，同比增长9.6%。

作为我省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军
民融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成果，湘

科集团去年聚焦主业，军工、民爆、安
保三大业务板块营收、利润大幅增
长。得益于军品订货量增加，民爆省
外市场拓展，保安公司并购整合，以
及内部管理的持续增强，兵器、民爆、
保安三大板块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尤其是兵器板块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 176%。

承担着实现我省军民融合产业
做强做优做大的历史使命，湘科集

团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调
整优化产品结构，加快技术创新，为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兵器板块坚持通过自主创新，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技术研发投入占营
收比始终在 6%左右，一直位居省属
国企首位。2019 年，科研立项就有
30 个，其中重点项目 11 个，新产品
创产值超 6 亿元，占兵器板块全年营
收的 17%。

重组整合见成效，科技创新立奇功

湘科集团营收利润大幅增长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刘重）1月13日，记者从中
建五局 2020 年工作会上获悉，该局
2019 年完成合同额超 3000 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超 1200 亿元，合同额、营
业收入、利润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连续 4 年位列“湖南百强企业”前三，

2019年排名第二。
去年，中建五局持续推进高质量发

展，打造全产业链优势和工程总承包管
理能力，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不断取得
突破，市场开拓海内外同时发力，相继
承接了长沙蓝月谷智能制造产业园、重
庆轨道5号线北延线、海尔印度工业园

等一批重大项目，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市
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工业建筑去年
新中标353.15亿元，业务占比达9.5%，
同比增长227%，承接了28个智能制造
代表工程。承接了长沙华为HUB仓、手
机智能终端产业园、岳阳华为新金宝高
端制造基地等项目。

中建五局去年营收突破1200亿元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刘永
涛 实习生 杨紫东 边婷）湖南省市场
监管局昨天发布 2020 年春节期间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郑重提醒广大消费
者，节日期间注意饮食安全，科学饮
食消费。

通过正规渠道选购食品。建议消
费者在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等相关资质、信誉良好的大中型商
超和农贸市场采购，选择购买食品标
识齐全、包装完整无损、感官性状正
常且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不购买、不
食用不认识的野菜和野生菌。网购食
品时，务必考虑快递运送周期对食品
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

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餐饮单位。

建议消费者选择食品安全条件较好、
设施齐全的餐厅就餐，最好是选择实
施“明厨亮灶”的餐厅。不食用野蘑
菇、鲜黄花菜、河豚、织纹螺以及一
些可能具有毒性或有寄生虫风险的
产品。

家庭聚餐要谨慎。家庭聚餐时，
要注意饮食均衡，不暴饮暴食、不过量
饮酒，以免引起胃肠功能失调或其他
疾病。在家里制作食品时，要做到烧透
煮熟。冰箱储存食物最多不要超过 3
天，从冰箱取出的冷藏食品，应在认真
检查确认未变质，并重新烧煮透彻后
再食用。

选购保健食品要远离消费误区。
切忌通过传销、非法会议营销、非法电

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保健食品。参加以
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
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一定要谨慎
小心，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选购保健
食品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
志（小蓝帽）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切
忌盲目使用。

消费时要保存证据依法维权。要
索取和保留好相关购物票据，以备追
溯举证。如购买到问题食品，及时找商
家维权。食用食品后若出现恶心、呕吐
等不适症状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
食物，尽快就近就医，并保存好可疑食
品样品及相关证据，及时向当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投诉举报电
话12315。

湖南日报 1 月 15 日讯（记
者 邹靖方）今天，“筑梦数采·共
创未来”湖南大企业数字化采购
经验交流会在长沙召开，吸引了
湖南 30 多家企业和近 10 家江西
规模以上企业组团参会。

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
大时代背景下，面临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的机遇挑战，2019年12月工
信部发布《企业数字化采购指南》，
提出企业根据内部情况选择合理
实施路径，开展数字化采购。湖南
省近30家企业已经开展数字化采
购转型，包括湖南中烟、五矿二十
三冶建设、中联环境、湖南轻工盐
业等，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其中
湖南中烟创效已接近4个亿。

据悉，湖南中烟总部、工厂及
控股企业共 38 家单位全部上平
台采购，累计完成采购项目 6441
个，网络采购金额 7.2 亿元，节约
资金近3.7亿元，采购周期由过去
３个月缩短到现在的１个月，提
升采购效率60%以上。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于2018年
4月初入驻阿里巴巴大企业采购平
台，开启集团“互联网＋采购”的现
代管理模式。截至2019年6月，共
完成网络采购 8727.4 万元，创效
1279万元，平均节约率25%左右。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2019年8月
入驻阿里巴巴大企业采购平台。累
计网络采购总额 14987.19 万元，
创效768.23万元，创效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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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建设年

湖南日报1月 15日讯（记者 金
慧 通讯员 陈柄丞 王鹏）今天，望城
经开区举行 2020 年产业链重大产业
项目招商签约仪式，36个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达92.4亿元，其中500
强、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共有16家。

据了解，本次签约项目重点突
出园区工业主导优势产业链建设，
涉及智能终端（电子信息）、新一代
半导体、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多个
领域，呈现出项目质量硬、技术层次
高、创新能力强的特点。

“我很看好长沙的发展潜力，尤其
是望城经开区为企业提供十分优质的
服务，让我们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

心发展。”深圳市火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胡震宇介绍，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主要建设激光电视幕布、光机、
整机组装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全部投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年税收
5000万元以上。

近年来，望城经开区坚持把先进
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选择，深
耕智能终端、先进硬质材料、新一代半
导体、绿色食品、原料药等产业链，推
动区域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此次产业链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推动
望城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为长沙智
能终端及新一代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发
展注入新活力。

望城经开区36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92.4亿元

湖南日报1月 15日讯（记者 王
晗）记者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获悉，新区已与中建国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联
合体单位达成一致，签订谈判备忘
录。3 家公司联合中标长沙高铁西站
产业新城一期工程 PPP 项目，总投
资额 59.27 亿元。

长沙高铁西站位于望城区金山
桥街道和黄金园街道交界处，建成后
将成为汇集高铁、地铁、城铁、有轨电
车、磁悬浮、城市公交“六位一体”的
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为长沙经济建

设注入更强动力。
据了解，高铁西站产业新城一期

规划面积 4.65 平方公里，分为高铁西
站通车必要配套设施和周边配套设施
两部分，包括市政道路、高架匝道、东
西落客平台、高铁市政配套停车场、邻
里中心、休闲产业园等。

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将以长沙高铁西站为中心，联动
长沙高新区、望城经开区、宁乡经开区
3 大国家级经开区，通过“站、景、产、
城”融合，打造共享、服务、创新为主体
的高端配套及展示窗口板块，有效提
升居民及来往游客体验。

总投资59.27亿元

长沙高铁西站产业新城
即将开建

南新制药科创板
上市成功过会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黄利飞）

上交所1月14日披露,科创板拟上市公司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发
过会。这是湖南第二家科创板上市申请成
功过会的企业。

南新制药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物的
研发、生产与营销的创新型制药企业，主
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公司控股股东为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南新制药 38.10%的股
份；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国资委。

南新制药此次拟登陆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数量不超过3500
万股，拟募集资金 6.70亿元，将分别用于
建设创新药研发项目、营销渠道网络升级
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南新制药 2019年 6月递交科创板上
市申请，仅用了 7 个月时间便成功过会。
此前湖南已有威胜信息在科创板注册生
效并已完成申购，尚在审核问询的还有松
井新材和金博股份。

十八洞村扶贫产品
在长沙义卖

苗家贡米、蜂蜜、猕猴桃等
产品上架，持续至1月21日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通讯员 杨杰
妮 记者 黄婷婷）“过年了，买点十八洞的
蜂蜜当年货。”今天，十八洞村的苗家贡
米、蜂蜜和猕猴桃来到长沙进行义卖，市
民李女士一早便在长沙步步高超市红星
店抢购了两罐蜂蜜，在年关之际，品尝到
了来自湘西大山的味道。

本次十八洞村扶贫产品义卖活动设
置在步步高超市红星店、王府店和梅溪湖
店，由十八洞村与步步高联合主办，双方
承诺所有商品全部成本价销售，不赚取消
费者一分钱利润，义卖活动今日开启，将
持续至1月21日。

在十八洞山泉水已经成为十八洞村
的重要产业之后，步步高集团继续帮十八
洞村开发出苗家贡米等系列产品，加上猕
猴桃、罗汉橙、蜂蜜等，目前，十八洞村已
形成了产业扶贫产品矩阵。

湖南发布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消费者维权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

电商牵线搭台 红美人未摘先“嫁”
1月15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土桥农场红美人柑橘基地，工人在采摘树上的柑橘，准备打包发货。连日来，该农场从浙江

引进试种的80余亩红美人柑橘逐渐成熟，由于事先通过阿里巴巴、淘宝等电商平台在“双十二”期间进行了促销，5万公斤
的柑橘尚未下树，就被各大电商抢购一空，目前基地正忙着采摘，按照订单抓紧发货。

严钦龙 陈潇霖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 15日讯（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谭云鹤）1月14日，安化县
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
华颁发聘书，聘请其为安化黑茶首席
科学家。受聘后，刘仲华出席了“黑茶
大业 健康中国——安化黑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主题报告会，并作主题报
告。

安化黑茶产业是安化县脱贫攻
坚、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2019 年该
县实现茶叶综合产值 220 亿元、税收
2 亿元。安化目前已成为中国生态产
茶第一县、黑茶产量第一县、科技创新
第一县、茶叶税收第一县。

在安化黑茶产业发展过程中，刘
仲华院士功不可没。2006 年以来，刘
仲华和他领导的团队对安化黑茶作了
深度研究，包括安化黑茶加工过程中
主要物质变化规律，黑茶色、香、味品
质形成的机理问题等，奠定了现代黑
茶加工理论基础，并发明了黑茶诱导
调控发花、散茶发花、砖面发花及黑茶
品质快速醇化等加工新技术，探明了
黑茶(尤其是富含“金花”的茯砖茶)的
健康密码，为黑茶从边销茶蜕变成健
康茶、时尚茶提供了科学依据。刘仲华
被业界誉为“黑茶金花之父”，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安化聘请刘仲华院士
为黑茶首席科学家

湖南日报1月 15日讯（记者 陈
淦璋）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
行今天发布《2019年长沙房地产市场
回顾》报告称：2019年，随着新湖南大
厦等多个优质项目共 20 万平方米进
入市场，使得长沙市甲级写字楼市场
总存量增至199.1万平方米。

戴德梁行报告显示，由于长沙经
济快速发展，甲级写字楼承租较为火
爆。截至 2019 年四季度末，长沙甲级
写字楼市场全年净吸纳量共录得22.8万
平方米。整体空置率约39.4%，同比下
降约6个百分点。同时，整体平均租金
下跌，截至四季度末，长沙甲级写字楼
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100.3元，环
比下降约1.6%，同比下降约8.9%。

目前，长沙甲级写字楼主要分布
在芙蓉中路、五一中路、梅溪湖、滨江
新城、南湖新城、洋湖等商务区。从市
场承租看，2019 年，专业服务类企业

（包括联合办公类、科研服务类、教育
培训类）成为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的
租赁成交主力，租赁面积占整体租赁
面积的 44.9%。其次为房地产业和金
融 业 企 业 ，租 赁 面 积 占 比 分 别 为
35.2%和6.2%。

戴德梁行长沙分公司副总经理文学
说，2020年的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又将
迎来供应高峰，预计有70万平方米的优
质项目入市。对业主方来说，熬过这一波
行情后，展望2021至2024年，整个长沙
市场的新增供应将走向平缓。

长沙甲级写字楼存量
接近200万平方米

整体空置率约39.4%，同比下降约6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