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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谭洪汀 龙中柱）“今年轨道交
通建成株洲市首个千亿产业集群后，
力争到‘十三五’末，年产值新增1000
亿元，达到2000亿元。 其中，依托IG-
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核心技术，
加速形成以IGBT核心企业为龙头的
千亿产业集群。 ”6月初到株洲市石峰
区采访， 正在该区田心片区轨道交通
城工地督战的区委书记罗伟竖起2根
指头， 向记者介绍轨道交通城正在全
力打造“两千亿”产业集群。

作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石峰
区田心片区集聚着中国最具竞争力
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已成为株洲市
第一大支柱产业和最大税源产业。去
年，仅南车株机、南车株所、南车电机
3大主机企业， 就创产值近500亿元。
国务院领导来考察时，称其为“中国
装备制造业出海的代表作”。

早在2011年，石峰区便启动了田
心片区31.2平方公里轨道交通城规
划建设，致力建成世界一流的轨道交
通城与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和服

务中心，形成“一城三中心”千亿产业
园，现已成为国家轨道交通装备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今年
6月1日，被省政府授牌为“省特色产
业园”。

为加快轨道交通城建设，石峰区
将今年定为“千亿攻坚年”。 株洲市明
确将其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列为“一
号工程”，给予专项产业基金支持，全
面部署开展科技创新、 企业培育、产

业延伸、 城市提质、 金融服务5大行
动，加速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目前， 轨道交通城70亿元融资
工作进展顺利， 将主要用于南车3大
主机企业国际研究院、 南车株洲物
流基地建设， 扶持核心制造企业、
配套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田心
大道、 中车大道等主干道路建设，
支持轨道交通产业向生产性服务业
延伸等。 石峰区成立了14个工作小
组， 力保今年建设所需2400亩土地
征迁到位。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素萍 李先志）嘉华石材已
投产；中石已入园动工，与万里石材、
龙坪石材签订了合同……6月6日，记
者在蓝山生态石材产业园看到，现场
已经堆满了石材原材料，标准厂房即
将封顶。 今年以来，蓝山利用自身的
资源优势， 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
专心发展生态产业，石材、风电、现代
农业等招商引资来势喜人，“绿色蓝
山”正在崛起生态产业群。

蓝山位于南岭山脉中段北侧，是
湘江的源头，境内风光秀美，生态资
源丰富。 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县
委、县政府全面调研，到广东、福建、
浙江等地考察，学习他们的长处。 蓝
山聘请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
院、中国石材协会专家编制了《湖南
省蓝山县石材产业发展规划》， 生态
石材产业呈现红红火火。

清洁能源产业突飞猛进， 新建测

风塔20个， 已完成60万千瓦风电消纳
规划编制，塔峰、大桥、四海坪风电场
20万千瓦拿到国家发改委“路条”，清
洁能源风电开发协议投资总额达43亿
元。 循环冶化产业来势喜人，湘商矿业
一期投资4亿元，火市片区厂房已开工
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迈开大步，神浓有
机公司竹管寺火甲岭大棚区已建成投
产，温氏集团征地加快……据统计，蓝
山今年已经引进生态环保项目达60余
个，大有形成产业集群的势头。

同时，蓝山出台了《关于坚持生态
优先建设生态蓝山的实施意见》，加强
自然生态保护， 并开展环境保护综合
治理，整合投入各项资金15亿元，着力
实施绿化造林、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重金属污染治理等项目。“发展是以保
护环境为前提的， 我们蓝山的生态这
么好，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它，我们发展
生态产业的初衷就是要实现生态和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 ”蓝山县委书记何冲
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余蓉）
34万余名湖南考生7日将走进高考考
场。 6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沙某考点看
到，考点已经准备就绪，迎接考生们
前来踩点。

今年， 全省共有39万人报名参加
高考，比去年增加1.2万人。 除去29名
保送生、单独招生录取的近5万名考生
外， 今年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34
万余人。 全省14个市州设有123个考
区256个考点，考务工作人员近5万人。

为切实做好考务工作，各考点都

在今天上午组织了对考务人员的最
后一场培训，培训完之后还进行了书
面考试，对于答题不正确的人员还会
点名指正。“考务工作要求非常细致，
比如考生在考试期间想要上洗手间，
就必须由流动监考人员陪同，但如果
考生是女生， 流动监考人员又是男

生， 那就换一名考场内的女老师陪
同，流动监考人员进考场监考。 这些
细节都涉及了，也强化了考务人员的
意识。 ”一名考务人员告诉记者。

考生的踩点模拟高考程序。 考室
门口都已粘贴好信息，每个座位也已
贴上考生信息，信息中包含了考生的

照片、准考证号、所考外语语种，以及
身份证号。 在每个考室前，女性监考
老师用安检仪，将来踩点的考生从头
到脚扫了个遍，一遇到金属物品安检
仪就会发出“哔哔”的声音。 一名监考
老师提醒考生：千万不要携带违禁物
品包括各种通信工具、 电子设备、饰
品、手表及其他计时工具等，避免佩
戴金属饰物，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影响考试情绪。 除了携带身份证
等有关证件，考生还可以带考试用具
和矿泉水进入考场。

沈德良

“纬武经文担大任，腾蛟起凤致
中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又到了。
全省30多万考生在这两天里走进考
场，接受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

关心孩子，就是心系我们的未来。
这些天来， 社会各方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关爱孩子———已连续十五年的 “爱

心送考”，已经成为我们身边的一道亮
丽而又温馨的风景， 越来越多的私家
车主加入到了免费送考的行列； 今年
高考期间， 长沙市严格渣土车夜间营
运；越来越多的“广场舞大妈”将晚上的
活动调成了“静音模式”。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高考制
度的受益者， 自然清楚高考对于个
人、家庭的重要性。 虽说时代变迁，高
考已不再是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但
毕竟十二年寒窗苦读，谁都希望能有
一个完美的回报，既为自己，为家庭，

同样是为国家、为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考生送去

自己的祝福，都可以向这些接受祖国
挑选的孩子表达一份关爱。 少发出一
份噪音，少开一天车，让送考的道路
多一分通畅。 毕竟，良好的外部环境，
能纾缓孩子们原本绷紧的神经，有可
能帮助他们临场发挥得更好。

孩子们，加油！

高考今天开考
34万余名湖南考生参考

绿色蓝山打造生态产业群
今年已引进生态环保项目60余个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张斌）同
拜中华始祖，共祈赐福两岸。今晨，海峡
两岸各界人士齐聚中华民族始祖炎帝
神农氏陵寝地———湖南株洲炎陵县鹿
原陂炎帝祖陵大殿，举行主题为“神农
赐福·两岸共沐”的“乙未年神农大帝祖
庙圣驾台湾巡境赐福”起驾仪式。 未来
10天，炎帝圣驾将巡境台湾北、中、南41
座神农宫庙，为两岸民众赐福。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叶克
冬在起驾式上致辞。 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 省海外联谊会会长、省
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李微
微宣布起驾仪式开始，并以守陵人的
身份护送炎帝圣驾赴台巡境赐福。东
莞台商子弟学校董事长叶宏灯作为
台方代表参加起驾仪式。

当天清晨， 谒陵广场锣鼓声震天
动地，龙狮劲舞虎虎生风。7时09分，起
驾仪式正式开始。 击鼓九通，鸣炮，奏
乐，现场肃穆、庄重。 随着祭祀音乐的
响起， 身着古装的年轻小伙抬着贡品
缓步拾阶而上，将三牲五谷、时鲜贡品
敬献于炎帝祀像前神案上。 嘉宾们向

炎帝神农氏敬献花篮，深鞠三躬，肃诚
敬虔。恭读告文完毕，帛书化作袅袅青
烟，告慰始祖先灵。在众人的注视和期
待中，炎帝圣驾移驾至銮舆。 礼炮、音
乐再次响起，起驾仪式圆满告成。

“两岸同胞文化相连，血脉相通。
炎帝神农在两岸影响巨大， 为加强湘
台交流合作奠定了民众基础， 也成为
两岸同胞携手大融合的有利纽带。”叶
克冬在致辞中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加强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炎帝神农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
共同的祖先， 是普天下炎黄子孙共同
的精神财富。 ”李微微表示，近年来，以
炎帝神农文化为纽带的湘台交流交往
活动日益频繁， 相信此次活动一定能
圆满成功，两岸永沐神农福泽，让“两
岸一家亲、和平发展”深入人心。

据了解，举办“乙未年神农大帝祖
庙圣驾台湾巡境赐福” 活动在海峡两
岸尚属首次， 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岸神
农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神农信众往来，
凝聚民族情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石峰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城
全力打造“两千亿”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杨粲）今天上午，副省长、
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在省防指主持
召开迎战新一轮强降雨及灾后重建
部署会，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杜
家毫对当前防汛抗灾工作的指示，全
面部署迎战新一轮强降雨及灾后重
建工作。 戴道晋强调，坚持防范强降
雨与灾后重建两手抓、两手硬，以强
有力的措施迎战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做好灾后重
建工作。

6月1日以来的强降雨，造成湘北
地区局部受灾严重，灾后重建任务繁
重。 据预报，6日晚至12日，我省又将

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而且范围更
广，强度更大，最强降雨时段又正值
高考期间，防汛抗灾形势严峻。

戴道晋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进
一步强化防汛责任与工作措施，突出
高考场地安全保障、山洪地质灾害防
御、水库防守、城镇防涝、矿山防灾5
个重点， 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戴道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想方设法采取
有效措施， 围绕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突出抓好水毁工
程修复、 严格落实救灾责任等重点，
迅速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省防指专题部署

防范强降雨与灾后重建两手抓

炎帝圣驾起驾台湾巡境赐福
将巡境台湾41座神农宫庙，在海峡两岸尚属首次

孩子们，加油！湘江新语

图为起驾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6月6日上午，双峰县第五中学，考生自信地向家长告别。 当天，该县5195名考生开始前往县城4个考点，准备参加第二天的高考。 李建新 摄

满怀信心去赶考

岳阳1万多人参战长江救援
共搜救遇难人员23人，其中救起2人

两艘湖南起吊船继续坚守沉船事故现场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王晴 徐典

波 通讯员 李红 李亦恩）“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
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竭尽全力，坚持不懈做好
搜救和善后工作。 ”今天中午，岳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盛荣华来到该市“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就下一步搜救善后工作再调度再部
署。

“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岳阳各界紧
急展开大搜救。 至今天18时，该市共出动搜救船只
197艘、633艘次，组织公安、武警3380余人及沿线

县（市、区）干群1.2万多人参与搜救，共搜救遇难人
员23人，其中救起2人、打捞遇难者遗体21具。

获悉沉船消息后，岳阳市委书记卿渐伟、市长
盛荣华立即组织开展搜救工作。副市长陈恢清坐镇
岳阳水上搜救中心指挥，调集安监、交通、地方海
事、长江海事、卫生、电力、武警、消防等部门和沿江
华容、君山、岳阳楼、云溪、临湘等县（市、区）与临港
新区的力量，全力以赴参与救援。成立了5个现场指
挥部，先后设置了27个搜救点，并在事发水域南岸
成立现场救援中心。 （下转2版）

湖南日报台湾新北6月6日电（记
者 张斌）今天晚上6时30分，经过长
途跋涉的炎帝神农圣驾在台湾有着
261年历史的先啬宫圆满驻跸安座，
受到台湾众多信众的夹道恭迎。作为
来自湖南的守陵人，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 省海外联谊会会长、省
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李微
微与从湖南来的护驾团团员们一道，
怀着对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美好愿
景，一路护送炎帝圣驾。

此次炎帝圣驾来到台湾巡境赐
福，台湾民众十分关注。从桃园机场到
新北市先啬宫有50多分钟的车程，炎
帝圣驾銮驾路过之处， 台湾民众纷纷
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有的还在路边燃
放鞭炮欢迎圣驾。 祥狮献瑞、“九连
炮”、抬骄、上香、安座……为了迎接炎
帝圣驾， 先啬宫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迎
驾仪式。为了一睹炎帝圣驾的尊容，整
个宫庙被前来观礼的人们挤得水泄不
通。随后，海峡两岸神农文化祭活动拉
开序幕，现场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演出。

“真诚地希望此次炎帝圣驾巡境

赐福活动， 能给大家带来祝福和好运，
衷心地祝福各位同胞幸福快乐安康，祝
福风调雨顺、越来越好。”李微微在致辞
中表示， 看到这么盛大的迎驾仪式，作
为炎帝神农祖陵的守陵人，我们感到无
上的荣光。 她代表湖南父老乡亲，诚挚
邀请大家去湖南炎帝陵看一看。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中华神
农大帝协进会”董事长李乾龙等纷纷
表示，希望通过炎帝圣驾巡境赐福活
动，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进一步
促进湘台两地交流交往。

近年来，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纽带
的湘台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湖南与台
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连续多年
举办规模盛大的“炎帝神农文化祭”
活动，共接待到炎帝陵谒陵的台湾神
农宫庙130多个， 已成为海峡两岸炎
帝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炎帝圣
驾台湾巡境赐福活动将持续至本月
16日，途经台湾北、中、南41个宫庙。

期间，李微微一行还与前来参加
安座仪式的台湾各地宫庙负责人进
行了交流。

炎帝圣驾驻跸安座大典
在台湾新北举行

信众夹道恭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