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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
打造长沙软件产业新地标

“B座新引进的13家软件企业正在
紧锣密鼓施工，月底前大多将进来办
公，还有十几家软件企业也将陆续入
园，争取到2022年，基本形成格局优、
企业强、人才兴、载体精的发展格局。”
5月25日，在天心软件产业园主基地楼
前，天心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天心发展软件产业，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早已厚积。

作为长沙市中心城区和高校聚集
区，近年来，天心区大力发展以大数
据、地理信息、人工智能、云计算、
产业互联网等产业，同时也是中部地
区第一个 5G 信号全覆盖的区县，形
成了软件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人才
资源优势和服务配套优势。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2019年底，天心区已有软
件和信息化为主的企业2099家，其中
拥有软件类高新技术企业55家，占全
区高新技术企业的 29%，占全市软件
类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1/7。

今年初，长沙市发出“软件产业
再出发”号角，天心区因地制宜，出
台软件产业发展十条举措，企业入驻
最高 200 万元补贴，人才最高 500 万
元奖励，上市最高 300 万元奖励，设
立 1000 万元风险补偿基金，设立不
低于 1 亿元的软件产业专项扶持资
金，全力助推软件产业发展。

天心经开区创新思维，果断决策，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将
盘活闲置楼宇与建设特色园区有机结
合，奋勇争先，将两栋闲置楼宇打造成

“一核多点”的天心区软件产业园主基
地，将新增产业招商面积 2.6 万平方
米，可容纳近百家企业入驻。

长沙市“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
半’”竞赛活动开展以来，天心经开区
一班人与疫情战斗、和时间赛跑、5+

2、白加黑，短短50天，就实现软件产
业园公共服务建设全面完工，13家企业
装修进场，创新中心拎包入驻。目前，
产业园主基地已打造了智能展厅、企业
创新和孵化中心等“六大服务平台”。
周边地铁1号线、长株潭商圈、湘雅五
医院、长沙理工大学、长郡天心等优质
的资源、完善的配套，为软件产业发展
和人才创新提供了新动能。

筑巢引凤
软件企业纷至沓来

3月31日上午，天心区22个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其中有17个软件产业
项目，引进核心研发人员1000人以上。

4月8日，长沙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谭小平带队抵达深圳、东莞等
地，天心区、天心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随同招商，与多家企业洽谈商定。几
天后，深圳启赋资本等企业便来到天
心经开区回访洽商。

不止这些，从年初以来，一场场
对接活动足迹遍布北上广深，一次次
洽商会谈“三招三引”，天心经开区
软件产业园以高端的产业布局、优惠
的政策、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众多企
业青睐。

“政府扶持力度大，产业生态圈
氛围很好，我相信天心区是我们企业
的不二选择。”湖南联信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君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近年来湖南联信一直专注金融软
件研发，是服务覆盖 100% 本土城商
行的一家软件企业，依靠自主研发在
智能信贷、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方面形
成核心竞争力。今年 2 月，天心区率
先发布软件产业十条举措，湖南联信
恰逢企业战略调整，天心经开区主动
对接，发挥“店小二”作用，积极服
务企业，很快促成企业把总部迁到了
天心经开区，并在园区买下了一栋 5
层的写字楼。“我们打算扎根天心

区，一年上一个台阶，最终把企业做
成上市公司。”王君华信心满满。

湖南新天地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初搬到天心经开区办公，该公
司专注于道路运输信息化领域，以及
城市核心运行系统服务平台规划、建
设与运营，是全国武装押钞车标准制
定单位，占据全省 80%的武装押钞车
市场份额。

得益于天心区近年来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以及软件产业，公司更加
坚 定 了 在 天 心 区 发 展 、 扎 根 的 决
心。“近期，我们打算跟北京邮电大
学合作，共同组建物联网联合实验
室 ， 打 造 物 联 网 核 心 技 术 研 发 中
心，最终 5 年实现上市计划。”公司
董事长吴昊表示，“联点领导多次到
访企业解决困难，经开区相关部门
的人员靠前服务、主动作为，都让
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天心区优化
营商环境的诚意和决心。”

还有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广州市
四维城科信息工程、深圳市勘查研究
院、绿盟科技、深圳海泊视智慧科技等
一批知名软件企业也选择落户天心区。
其中，网络安全领域全国龙头企业绿盟
科技将在天心软件产业园打造非接触式
新型城市网络安全运营中心；专注于计
算机视觉领域的深圳海泊视智慧科技，
构建从端到云的 AI 生态布局，助力产
业实现智慧化转型升级。

“擦亮园区服务金字招牌，紧盯应
用场景培育，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天
心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贺国权介绍。园
区推出了楼宇管家式服务，推动政策
快速、刚性兑现，仅今年，园区已兑
现奖补资金 900 多万元，帮助企业争
取上级产业政策资金1000多万元。

截至目前，天心经开区已集聚软
件企业超 200 家，今年新引进软件人
才 1000 人以上。产业园建设带来的
溢出效应和服务效率，给企业带来了

十足信心。园区20余个社会投资项目
纷纷加快建设，努力实现稳投资、保
增长、推动经济攀强走高。

融合发展
激活“天心数谷”一池春水

从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从云计
算、大数据到人工智能、软件产业
……行业最前沿的每次变革、风吹草
动，天心区均敏锐地抓住了每个“风
口”。尤其是近一年来，天心经开区
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从“紧跟风
向”发展为“勇立潮头”，从“跟
跑”变为“引领”。

2019年，天心经开区“绿心”范
围内的 361 家工业企业全部退出。在
此基础上，天心区敲定了“绿心”片
区发展的宏伟蓝图：实施“凤凰涅槃
未来之城”产业规划，抢抓大数据历
史机遇，全力打造长沙第五谷——

“天心数谷”，在新的起点上乘风远航。
“ 湖 南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园 总 部 基

地”“大数据 （地理信息） 交易中
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工智
能 产 业 园 ”“ 软 件 产 业 园 ” …… 如
今，行走在天心经开区内，与“数字
经济”有关的基地、平台已随处可
见。按照园区专业人士的提法，园区
内的软件产业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
业打牢根基，人力资源产业又为人工
智能、软件、大数据等产业提供人才
智力支持，“新基建”、5G技术将为相
关产业的应用提供平台，这些产业的
集聚、融合，最终为数字经济发展插
上腾飞的翅膀。

“目前，我们的产业发展方向正
是朝着‘新基建’、软件和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人力资源、金融服
务、文化创意等高智力、高价值行业
方向迈进，5G布局会带动软件产业发
展，并与大数据 （地理信息） 产业、
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连接起来，从而
实现补链延链强链。”天心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吴江表示。

今年以来，园区正对“绿心”工
业退出片区15条道路分两期进行提质
改造，结合5G、智慧交通的要求，充
分布埋弱电管道等，为 5G 应用奠定
基础。新建 5G 基站 70 个，实现境内
全覆盖。运用产业互联网思维，助推
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发挥湘雅五医院
的带动效应，周边远航健康城、星浩
医药二期、五田医药三期等产业项目
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生长。

如今，产业在这里形成集聚融合
之势，昔日工厂遍地，如今高楼耸
立，数万高科技人才在此安居乐业，

“天心数谷”一池春水得以激活。我
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座现
代化的智慧新区将矗立在这片生机勃
勃的土地上。

““天心数谷天心数谷””
软件产业腾飞新高地软件产业腾飞新高地

张福芳 郑 娜

门外紧锣密鼓，门内争分夺秒。
5月25日，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正

在抓紧装饰收尾，AB两座楼宇，等待迎
接更多的企业入驻。

从第一时间响应“长沙软件产业再
出发”号召，到2月24日挂牌成立天心
软件产业园，率先发布大力支持软件产
业发展十条措施，设立不低于1亿元软
件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天心软件产
业顺势而为、抢抓机遇。

近年来，天心经开区加快长沙第五
谷——“天心数谷”建设步伐，以数字
经济为核心，做大做强大地理信息产业
园、人工智能产业园、软件产业园和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打造产业链完整的
生态圈，大步迈向数字化智慧新区。

陈志强 徐长龙 赵君湘 肖海波

爱暖校园，情涌桐江。近年来，在邵
东一中振华实验学校，一次次爱心捐款、
一桩桩善行义举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汇
聚成一股向善向上的温暖力量。

“幽兰在空谷，馥馥吐奇芳”。让我
们漫步校园，一起感受这座“教育之城”
的温度，聆听那直抵心灵的感人故事。

义举善行
为教师重燃生命之火

2018 年暑假，该校初中部地理教
师钟贤洲不幸患了尿毒症。2019 年，
钟贤洲病情进一步恶化，急需进行肾脏
移植手术。可是，稀缺的肾源、巨额的
手术费，让他们家庭望而生叹，一时陷
于绝境。

病魔无情人有情。校长李桂初坚
定地说：“生命如此宝贵，我们绝不能放
弃任何一个老师!”2019 年 3 月 1 日，在
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校工会、团委倡议
下，一场“献绵薄之力、涌温暖之泉”的
爱心捐款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李桂初
校长以身示范，带头捐了1万元，全校教
职工、各班学生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纷
纷伸出援手、奉献爱心。短短十余天时

间，共募集了 359686 元，一旦肾源找
到，就立即驰援。

苦等肾源，一年无果。今年5月，钟
贤洲的母亲救儿心切，决心捐肾救子，并
配型成功，一场换捐肾手术在即。

救命如救火。学校领导立即带队
赶赴中南大学湘雅附二医院，亲手将师
生的爱心捐款转交给钟老师。“谢谢啦，
学校就是我温暖的家啊！”接过这份沉
甸甸的“救命钱”，钟贤洲紧紧握着学校
领导的手，感激不尽。

仁心大爱
为学生点亮希望之灯

“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人 有 旦 夕 祸
福”。该校一名来自邵东市流光岭镇
石杨村的初中部学生禹家辉，2019 年
下学期，突然感冒发烧、恶心呕吐，经
中南大学湘雅附一医院检査诊断为髓
母细胞瘤，如果手术、化疗治疗，需要

60 万左右。这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
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已做了
手术和第一期化疗，家里的积蓄全部
花光，亲朋好友都已借遍，后续的治疗
费却没有着落。每天，看着躺在病床
上的孩子，其父母一筹莫展，以泪洗
面。

“让我们用爱心善行，为他点亮一
盏希望的灯，帮他撑起一片蔚蓝的天！”
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校工会、团委再次
发起爱心募捐活动。5元、10元、20元、
100 元……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乃至
家长纷纷解囊，短短几天内，全校师生
共募捐214060元。

5月20日下午，学校领导和师生代
表冒雨，赶了 40多公里山路，来到禹家
辉家中看望他，并转交了师生的捐款。

“你们的大恩大德，让我们和孩子
感受到一中振华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禹家辉的爸爸妈妈噙着泪花，感

谢不迭。
“能成为一中振华的学生，是我一辈

子的光荣。”在老师、同学们的簇拥下，禹
家辉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两条鲜活的生命，两个不幸的家
庭，当厄运降临，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
校全体师生爱心涌动，纷纷伸出援手，
为他们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三学三立”，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近年来，邵东一中振华实
验学校不忘立德树人之初心、牢记培
养接班人之使命，在大力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的同时，不断加强学生道德素
质教育，成功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三学
三立”德育模式，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弘道承德，臻于至善”。“三学三
立”即学国学，立高尚品德；学国史，立
爱国情怀；学国法，立法治精神。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三学
三立”，致力“为国家培养优秀公民，为
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力学笃行，知行合一”。如今，“三
学三立”德育如一颗颗种子在一中振华
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绽放出迷
人的魅力。

近年来，该校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先后涌现出风雪中救扶跌倒老人的“最
美女生”、学考中“10元钱的故事”的“最
美考生”……一时成为佳话，温暖了一
座城市。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
红”。在这里，拾金不昧、济困扶危的善
举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尚；在这里，

“言教行则，敬业厚生”蔚然成风；在这
里，“美丽心灵”开花结果，满园芬芳。

扶贫帮困，彰显大义。在实施“三
学三立”德育实践中，学校领导、老师以
身示范，走在前面。李桂初校长主动结

对帮扶邵东市团山镇实辉村 80 多岁高
龄老人申月英，常常不辞辛劳，走访慰
问，并资助老人发展鸡仔养殖、资金帮
扶 1.5 万余元。为了让每个孩子爱读
书、读好书，2018 年以来，该校领导多
次到邵东市野鸡坪镇高楼小学开展爱
心助学，并捐资5万余元建立“弘道承德
立志书屋”……

做有情怀的教师，办有温度的教
育。2019 年以来，该校投入各种扶贫
助学资金和捐款37万余元，减免退贫困
学生的学费98万余元。4年来，学校共
资助贫困学生 1791 人、资金 196 万余
元。

大爱无疆，义薄云天。
“一中振华教育是什么？可以‘帮’

概之，其根本是帮助孩子成人成才、立
心立德，其核心是爱。于校内，则体现
为教师、学生、学校三者互帮；于全局，
则为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社会五者
之间的互帮。”作为湖南省特级教师、邵
东市民盟主委的李桂初校长一语中的，
切中肯綮。

“‘三学三立’德育模式独辟蹊径，
硕果累累，已成为我市素质教育的一张
闪亮名片。”邵东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罗中安赞叹道。

办有温度的教育
——探寻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校爱心捐赠的背后故事

近日，湘潭市政府出台 《湘潭市
绿色发展质量规范》（以下简称 《规
范》），该规范由湘潭市质量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并组织制定。

2018 年，湘潭市政协常委会向
湘潭市委、市政府提出《关于“建设
质量强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向中共湘
潭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建议案》，建
议结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
该市两型社会建设经验进行固化提
炼，进一步强化质量要素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建议制定
出台一个高质量发展规范。

此后，湘潭市场监管局、市发改
委开始牵头起草。牵头单位通过多方
调研，反复论证，并多次征求质量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有关企
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意见后，于2019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专家审查会并通
过审查；同年 12 月 31 日，湘潭市政
府 第 73 次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规
范》，并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2020
年1月15日，湘潭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带队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听取修改意
见；同年4月10日，湘潭市委常委会
第155次会议审议通过《规范》。

湘潭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规范》 的制定结合了湘潭市的
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增长动力、人
文环境等特点，将质量强市战略和生
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充分发挥了质
量理念、质量手段对城市绿色发展的
基础支撑作用，通过对以质量基础、
质量监管、质量提升为重点的质量要
素和质量要求进行标准化规范，在绿
色发展中强化质量支撑，在质量建设
中突出绿色发展，指导解决绿色发展
质量要求和具体实施操作相脱节的问
题，为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成果，解决
生态文明建设中质量发展瓶颈，提升
产品服务供给质量奠定了基础，是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推进绿色发展过程
中的质量工作指南。

据了解，湘潭市出台的 《规范》
有三个方面的特色，首先是创新性，
在全国率先将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有机融合，进一步强化了质量管
理、标准化、计量技术、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质量监管等质量要素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探索用质量
的手段解决老工业基地诸多遗留问题

的路径和方法。其次是科学性。对标
国内外先进标准，突出绿色设计和绿
色服务，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工程和
绿色城乡，打造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
链，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实现生态
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此外是具有可
操作性。《规范》 用具体的量化指标
规定了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
注的质量控制因素和应达到的效果，
以明确的方法路径引导质量目标的不
断实现，对广大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
落实质量政策措施、促进高质量发展
起到具体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曾佰龙 傅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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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主基地。 郑娜 摄

“道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伤害
的至少是两个家庭，一方是面临家人
伤残或死亡的悲痛，一方是面临家庭
经济崩溃，甚至于牢狱之灾的绝望
……”5月 21日晚，零陵区顽瘴痼疾
整治办走进宏冠渣土公司，开展“文
明出行”安全意识宣传活动。

今年 5 月以来，零陵区顽瘴痼疾
整治办利用晚上空余时间开通“夜
校”，走进渣土车公司、混凝土公
司，为驾驶员和安全主管“充电补
钙”，义务加班集中宣传整治“顽瘴
痼疾”和“一盔一带”专项行动。

“夜校”内容从道路交通事故的危害

性、如何做到文明出行、发生事故后
如何及时处理、大力宣传交通法规等
方面宣传了提高“文明出行”安全意
识的重要意义，并对司机们现场提出
的疑惑进行了专业解答，进一步提高
了司机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同时，该区对 12 家渣土公司、7
家混凝土公司、16家校车公司和4家
快递公司进行了全面走访，对各企业
的交通顽瘴痼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按照底数列出问题清单，限时交办整
改到位，达到了“顽瘴痼疾无处可
藏”的预期目标。

（张兴国 单建华）

零陵区：
为驾驶员“充电补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