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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毛敏轩

临近年末喜事多。 前不久，湖
南省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一年
一度的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最新
年度发展综合评价报告发布。报告
显示， 雨花经开区以综合得分
110.07分， 荣登全省134个工业园
榜首。而该园区前两年的排名分别
为第26名和第10名，可谓年年“加
速度”。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新情况下，雨花经开区何以能逆势
上扬、领跑全省园区？

“在每个关键节点上，园区都恰
到好处地把握好了机遇和节奏，这
是园区制胜的关键。”谈起成功“秘
诀”，园区有关负责人乐呵呵地说。

作为长沙市“五区九园”中最
年轻的园区， 雨花经开区在2003
年创办初始，正是国内工程机械发
展最红火的时候。目光敏锐的园区
决策者抓住这个机遇，将工程机械
作为园区一大支柱产业培育。短短
几年，数百家机床、数控、制造等工
程机械企业在园区落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大力拉动
内需，工程机械企业迎来高速发展
期，也带动园区“后来居上”，不断
赢得“满堂彩”。

“那几年，园区经济快速发展，
产值和税收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幅度。”知情人透露。

随着转方式、调结构的深入推
进， 园区决策者大力实施转型升
级。

三湘客车，是园区的“元老”企
业，一度为园区经济发展发挥了支
柱和带动效应。然而，作为一家老牌
国企，也面临产品落后、机制不活等
诸多困境，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地处
深圳的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当时
也有向内地转移，进行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想法。二者一
拍即合。2009年8月， 长沙市比亚
迪汽车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园区。
2010年5月，投资20多亿元的比亚
迪电动客车基地正式投产。

着力于新能源汽车研究、开
发、生产和销售的“比亚迪”，随着
一台台崭新概念的电动客车下线，
给湖南、 全国乃至全球的汽车产
业，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开启了
汽车产业的革命之路，也给园区发

展注入了强大活力。2014年，在国
内自主品牌汽车面临巨大压力的
形势下， 长沙比亚迪产值实现倍
增，达到100.13亿元。

2015年， 投资50亿元的比亚
迪电动卡车和特种车项目在园区
落户，并创造了“当年签约、当年建
设、当年建成”的“长沙速度”。目
前，这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
汽车生产基地。2015年，长沙比亚
迪完成工业产值130亿元，同比增
长30%。 今年1至11月， 实现产值
137.5亿元，同比增31%，持续保持
高增长态势。

2015年，国家发布《中国制造
2025》，被人们称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 的智能制造时代迎面而来。
园区迅速抓住这个机遇，着力培育
机器人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一方面
积极引进国内乃至全球有名的机
器人企业前来入驻；另一方面积极
引导和助推原有的工程机械企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变。

科达智能，原来是一家传统机
械制造企业， 年产值一直在2000
万元左右徘徊。转变为以隧道施工
机器人为主的智能装备制造企业
后，去年产值超过1亿元。唯科拓石

油，原来是一家从事研制和生产石
油井下工具为主的企业，转变为油
田开采机器人制造企业后，其相关
技术参数达到了国际水平。如今园
区积聚了机器人企业97家， 其中
全球知名机器人企业近10家，成
为全省唯一的机器人产业聚集区。

今年10月， 园区又一条新闻
引起媒体关注：中国（长沙）创新设
计产业园在这里开园，这是我省目
前唯一的设计产业园。 据介绍，创
新设计前景无限， 不仅能增值产
品，而且能够培育新的产业。目前，
已有东方麦田、 青岛设计等42家
知名设计机构， 中南大学等14所
高校产学研基地入驻。设计产业园
开园，标志着园区现代服务业迈入
快速发展轨道。

善抓机遇，使园区一步一个台
阶，不断实现腾飞。如今，园区产业
全面更新换代，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和创新设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等
产业强势崛起，带动经济不断加速。
今年前11个月，园区完成工业总产
值32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
产）7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2%、
28%。 预计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将
达370亿，税收将达14亿。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昌春

备受关注的网约车政策近日陆续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落地。12月22
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湖南深化出
租汽车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各市
州的细则将于近期陆续出台。

此前，10月27日， 湖南省发布省级
层面出租汽车改革实施意见，长沙市发
布了网约车细则征求意见稿。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通信局、省
公安厅等7部门先后出台《关于贯彻落
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和《关于转发<关于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申请线上服务
能力认定工作流程的通知>的通知》，进
一步明确了相关规定。这标志着湖南省
网约车政策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网约车车型、价格由各市
决定，鼓励私人小客车合乘

规定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是运输服
务的提供者， 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承担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社会责任。提供网
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及其车辆，应符合提供
载客运输服务的规定条件。对网约车实行
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
的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网约车必须为7座及以下乘用车，安
装行驶记录的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

置； 网约车驾驶员应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
历，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无吸毒、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
分周期内没有满12分记录； 具体数量、车
型、运价水平由城市人民政府决定。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时强
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60万千米但使用
年限达到8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网约车
不得从事固定班线运营。

根据规定，我省鼓励并规范私人小客
车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
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
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
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简化网约车许可程序，严
厉打击“黑车”

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便利， 我省
实行“两级工作，一级许可”。

即，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线上和线下
服务能力认定， 由省和企业注册地两级
分别完成，认定结果全国有效。服务所在
市州级或县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结
合两级能力认定结果一次许可。

相关工作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
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
定的，经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根据规定， 我省将强力打击非法营
运。除了合法的巡游车、网约车和顺风车，
其他“黑车”从事非法营运，都要严厉打击。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周琳）让二维图纸
走向三维立体化的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正在成为颠覆传统建
筑业的一场革命。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我省应用BIM技术走在
全国前列，不仅率先出台省级指导
意见实施“三年行动计划”，组建拥
有69家成员单位的产业联盟，而
且启动了15个示范项目。

BIM技术通过海量信息收集
与大数据分析处理，将工程项目以

三维数字模型呈现，具有建造虚拟
化、成本透明化、质量可追溯、管理
精细化等特点。国内很多大体量复
杂建筑，如鸟巢、上海中心大厦等
均成功试水该技术。

在住建部积极倡导BIM技术
后，我省率先响应，省政府办公厅
今年1月出台《关于开展建筑信息
模型应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启动
“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BIM技术应
用。到2018年底前，政府投资的医
院、学校、文化、体育设施、保障性

住房、交通设施、水利设施、标准厂
房、市政设施等项目要采用BIM技
术， 社会资本投资额在6000万元
以上（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
目要采用BIM技术。

通过政府引领和市场选择
“双轮驱动”， 省住建厅今年5月
组织设计企业、施工企业、软件
企业、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等69
家成员单位， 组建了全省BIM技
术应用创新战略联盟。为扩大人
才储备，又对中机国际、省建筑

设计院等5家龙头企业和湖南大
学进行授牌， 作为全省首批BIM
培训基地并给予重点支持。同
时，以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为
支撑，集中优势资源建设了全省
BIM公共数据平台。

为鼓励试点先行，我省还确定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凤
凰古城旅游保护设施建设项目、中
机国际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15个
BIM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并将株洲
市列为示范地区。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陈凡军 记者 刘勇）湖南移动精准扶
贫系统暨古丈毛尖电商扶贫启动仪
式今天在长沙举行。 记者从现场获
悉，湖南移动研发出的精准扶贫系统
平台，在古丈县顺利完成试点，推动
扶贫工作由粗放管理向精准管理转
变，极大地提高了扶贫工作效率。

湖南移动自主研发建设的精准扶
贫系统平台，是利用“互联网+”、云计
算、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开发的精准扶
贫综合信息化服务平台。 该平台针对
我省扶贫工作中存在的数据不精准、
信息传送不及时、 队伍管理不精细等

难点和痛点，开发“村情村貌”“新闻公
告”“项目台账”“工作汇报”“贫困户管
理”“案例中心”“到村签到”“工作记录”
等核心功能体系，服务于党政领导、各
级扶贫管理人员、 一线扶贫队伍等不
同层面用户，实现扶贫对象精准、因村
派人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
准、措施到位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目前，该平台已在古丈县试点使
用，系统运行稳定、高效，共录入贫困
户11982户40765人、 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383人、帮扶干部2353人，全面
覆盖古丈县扶贫工作。据悉，此平台
有望在全省推广使用。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易实）明年从长沙出发
去日本旅游又增一条新航线。海南航
空今日发布，将于2017年1月24日开
通长沙直飞札幌航线，这也将是海南
航空在长沙开通的第4条国际航线。

长沙-札幌航线将采用波音
737-800机型，周二、周六执飞。去程
北京时间7时15分从长沙起飞，12时
20分（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快1小
时）抵达札幌，航程4小时5分；回程
13时20分（当地时间）从札幌起飞，
于北京时间17时30分抵达长沙，航
程5小时10分。

目前， 长沙去札幌没有直飞航
线， 旅客需在上海或东京等城市中
转，最少旅程近9小时。

记者从海南航空长沙营业部了
解到， 该航班将于近期对外售票，详
情可咨询海航客服热线95339，或登
录海航官网查询。

截至11月底，长沙已开通了直达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22个国家（地区）的42条国际及地区
航线。随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客吞
吐量在中部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
关， 加之第二跑道即将投入运营，明
年长沙还将新开通多条国际航线。

长沙等十城结盟
共享旅游信息

建立定期分析制度，实
现数据共享、 信息互通、旅
游联动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曹
娴） 全国友好城市旅游信息共享联盟
座谈会今天在长沙灰汤举行，长沙、成
都、桂林、贵阳、南京、南昌、青岛、苏
州、 武汉、 厦门10个城市的旅游局
（委）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建立《全国
友好城市旅游经济区域对比定期分析
制度》。

此次会议由长沙市旅游局牵头发
起主办。长沙市旅游局局长易冒介绍，
当前全国各地旅游统计都面临一些问
题， 统计出来的旅游经济数据不是十
分科学。 友好城市之间通过旅游联盟
合作， 定期对区域旅游经济数据进行
横向对比分析，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
通、旅游联动，可为区域旅游发展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定期分析制度主要包括3方面内
容：建立旅游数据共享机制，共同建立
旅游统计工作QQ群、微信群，每月将各
自区域旅游经济运行数据在群里公布；
交换旅游经济运行情况，包括城市旅游
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游收入、接
待旅游者总人次、国内旅游人次、入境
旅游人次及同比增长率；签约的全国友
好城市每年轮流召开旅游联盟会议，交
流各自理论和实践成果，共同探讨区域
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策。

会上成立了全国友好城市旅游信
息合作共享联盟， 与会城市代表签订
了《全国友好城市旅游信息共享联盟
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陈永刚
曾迪 周丽莹）今晚，2016中国（长沙）
地铁创意文化节举行，“长沙地铁”官
方APP也正式上线， 该APP包含在线
购票、查询线路、出行指南以及失物招
领等多项功能， 将有望解决目前购票
拥挤及兑零排长队的现象。

乘客可以在各大安卓应用市场下
载并注册成为“长沙地铁”官方APP会

员，选择出发和抵达的站点后，通过微
信、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进行支
付，实现网上预购票。支付成功后凭二
维码即可到站点的互联网专用取票设
备上兑换车票进闸乘车。

目前，2号线的长沙火车南站、杜
花路、长沙火车站、芙蓉广场、五一广
场、 橘子洲、 望城坡，1号线的黄兴广
场、 南门口等大客流车站已开通互联

网专用取票设备， 更多的站点仍然在
紧张的施工调试中。“长沙地铁”官方
APP的苹果版也处于最后调试审核阶
段，大约一周后会跟市民见面。

通过该APP， 市民还可以快速查
询长沙地铁的具体线路、 站点以及车
次情况， 对长沙地铁的运营情况和通
知公告信息进行实时查询和了解。除
此之外，“长沙地铁” 官方APP还开发
了失物招领功能， 车站人员可以在
APP上公布失物招领信息， 失主可出
具相关证据前往指定客服中心领取丢
失的物件。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魏宏齐 汤思宇） 记者今天从龙
山县黔张常铁路建设指挥部获悉， 总长
2807.8米的黔张常铁路夏家堡隧道日前
实现贯通， 这也是黔张常铁路全线首条
贯通的2公里以上隧道。

黔张常铁路夏家堡隧道位于我省龙
山县水田坝镇境内，为双线隧道，于2015
年7月9日开工。 施工方中铁五局先后攻

克了瓦斯处理、 大面积溶洞处理等技术
难关，经过17个月艰苦奋战，终于高效安
全地打通这条隧道。

黔张常铁路起于重庆黔江区火车
站，在张家界市与焦柳铁路衔接，再向东
至终点常德市火车站， 全线桥隧比高达
80%。项目建成通车后，预计从重庆到长
沙仅需4小时， 比现有铁路走向要节约7
个小时左右。

湖南网约车政策
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各市州近期陆续出台细则

黔张常铁路夏家堡隧道贯通
系全线首条贯通的2公里以上隧道

踩准点子 步步为“赢”
———雨花经开区年度综合排名居全省134个园区榜首探秘

湖南应用BIM技术走在全国前列
颠覆传统建筑业，有效优化工期、压缩成本

湖南移动研发出
精准扶贫系统平台

在古丈县试点使用成功，推动扶贫工作由粗放管理向
精准管理转变

明年1月24日起，
长沙可直飞日本札幌
票价将于近期出炉

“长沙地铁”APP上线
手机轻松购票，无需排队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