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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④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来到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参观正在这里举办的长
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以下简
称智博会）。他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提质升
级传统制造业， 培育壮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加速迈进；
要争办世界一流品牌展会， 着力打造中部会
展高地，以展会为媒，促进开放崛起。

省领导胡衡华、 谢建辉、 张剑飞一同参
观。

本届智博会共吸引了西门子、博世、中国
电子等60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展览面
积达8.5万平方米， 全面展示全球智能制造最
新技术成果，搭建起国际化、前沿化、市场化高
端合作平台，是我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
展。开展2天来，观展人数已超过5万人次。

通过抢抓国家战略先行先试的重大机
遇， 目前长株潭衡城市群装备制造业已成为
万亿产业。杜家毫一行来到长株潭衡“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展区，了解相关建设
成果。 长沙工业云平台以大数据基础平台为
载体， 致力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提供商； 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通过对生产线
进行智能化柔性制造技改， 使多种不同类型
的车辆实现了共线生产； 三一重工通过在工
程机械设备上集成各类数据传感器，搭建“根
云”工地设备物联管理平台，使工作效率提升
了25%、事故率降低了85%、节约成本30%以
上……一路参观，杜家毫指出，湖南成功举办
智博会， 预示着中部地区智能制造正加速崛
起。当前，随着一大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优
势产业链逐步形成、“互联网+制造”“物联网+
制造”加速集聚、投资环境不断优化，湖南加
快推进智能制造其时已至、其势已成。要坚持
创新引领，抢抓发展机遇，大力推动工业化和
信息化融合发展，积极引进、培育创新型企业
和创新创业人才， 不断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
平,加快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打造中国智能
制造示范引领区。 要推动工业与金融深度融

合，加快创新型企业上市步伐，不断增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把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加快运用到政府管理和政
务服务之中，不断提高决策科学化、管理精准
化、服务便利化水平。

来到户外展区， 各类工程机械产品在这
里展出。杜家毫叮嘱随行有关同志，要做好湖
南工程机械这篇“文章”，主动对接、及早谋划
打造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同时，进
一步放大我省在装配式住宅、轨道交通、红色
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优势，着力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水准、湖南特色的品牌展会，不断提
升湖南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响力。

杜家毫指出， 会展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
经验，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会展企业对接合作，
一手抓场馆、周边基础设施配套等“硬件”，一
手抓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等“软件”，不断
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中部地区会展高地，
引领带动全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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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造峰
会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拉开大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国家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致辞。 省领导
和老同志胡衡华、张剑飞、蔡自兴、卢光琇，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在致辞中说， 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发展先进制造
业，必须大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借
助信息化手段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
湖南正在实施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
和“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业企
业内外网建设，推动大中小企业跨界融通，
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一手抓新兴优
势产业链培育，努力做强先进轨道交通、工
程机械、新材料等领先优势产业，加速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无人化装备、航空航天、
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农业机械等比较优

势产业， 支持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和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加快智能制造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互
联网等新兴前沿技术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
应用，打造一批细分领域行业冠军。希望以
此次峰会为契机， 深化湖南与各界朋友在
先进制造领域的务实合作， 也恳请国家部
委加大对湖南的支持， 共同推进智能制造
技术发展。 湖南将一如既往为广大来湘发
展的科研企事业单位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罗文说，近年来湖南推进智能制造成果
丰硕，智能制造协同创新和试点示范取得重
要突破， 长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沙模
式”。随着推进智能制造进入新时期，湖南应
主动应对挑战，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创建“中
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不断夯实智能
制造发展基础，加强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
和人才培育基地建设，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
更多湖南力量。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北京时间11月1日凌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宣布， 长沙正式加入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成为中国首座获
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12
月4日，“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主题采访
团一行走进长沙， 感受“媒体艺术之都”
的“国际范”。

走进明和集团新媒体艺术实验室，仿
佛来到了一个光与影的神秘世界： 随着手
掌在体感器上左右挥动， 湘绣团扇伴随着
《梁祝》的音乐声翩翩起舞；虚拟成像的“美
人鱼” 正与10余条真实的鱼儿在鱼缸内
“躲猫猫”……中国独特的文化风韵在新奇
的新媒体艺术互动体验中， 得到了直观而
新潮的表达。

“作为文化创意企业，我们不断把成熟
的声光电技术与最前沿的新媒体技术共同
融入艺术创意中。”明和集团副总经理常青

介绍。公司与清华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
国传媒大学等院校共同搭建的“新媒体艺
术研创基地”，是首批认定的文化部重点实
验室， 现已研创出“3DMapping”“水幕成
像”“全息投影技术”“VR”“4D立体成像”
等新媒体技术在艺术表现中的融合运用。

在星城长沙，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承载
梦想的新高地，正在崛起。去年，长沙文创
企业达12815家，创造就业岗位61万个，平
均每12人中就有一个人从事文创产业；文
化产业总产出2581.4亿元，同比增长10%，
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7%；金鹰电视艺
术节、橘洲音乐节、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等
国际性节会常态化举办，搭起“永不落幕的
舞台”，长沙成为中国最具文化创意的媒体
艺术代表城市之一。

文创产业的发展需要文化资源的接通、
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活跃的创意环境，而长
沙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自由包容的氛围。

荩荩（下转2版①）

杜家毫参观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加速迈进
不忘初心 智造未来

第二届中国（长沙）
智能制造峰会开幕

许达哲罗文致辞

“媒体艺术之都”的“国际范”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章文正）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长沙）
智能制造峰会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
装备博览会上，蓝思智能机器人、日写触摸传
感器、血液制品产业化基地等3个项目正式签
约入驻浏阳经开区，签约总额达124亿元。

据了解，蓝思智能机器人、日写触摸传
感器项目均为蓝思科技集团旗下企业投
资建设。 蓝思智能机器人项目将建设机器
人、 机器人系统与系统集成、 智能装备及
TP（双绞线）研发、生产和销售基地。日写
触摸传感器项目占地约800亩， 将建设触

摸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达产后可年创产
值100亿元、税收过10亿元。血液制品产业
化基地项目由上海莱士投资建设， 将迁建
一家生产基地到浏阳经开区， 并在省内配
套新建单采血浆站。

此次智博会，浏阳经开区组织了智能
制造企业蓝思智能、永清环保、丰日电气、
利尔电子、天佑达触控等11家重点企业参
展。蓝思智能并联机器人、六关节机器人、消
防机器人、平行机器人、智能移动小车以及
永清环保土壤修复设备、乡镇污水一体化处
理设备等智能制造设备，在展会上亮相。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未来，将包裹送到你手中的
可能不是快递员，而是一台智能无人车。今
天上午，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造峰会
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计划投资
超100亿元的京东无人车产业基地项目落
户长沙经开区，引起业界关注。

因劳动力成本上涨， 未来将面临物流
工人紧缺问题。 京东作为全球无人配送技
术领先的企业之一， 在无人车量产和商业
化领域发展迅速。 这次落户长沙的京东无
人车智能产业基地项目， 计划5年内投资
超100亿元。项目分两步实施，首先建设京

东长沙军民融合研究院与京东无人车（长
沙）产品开发中心，开展智能无人车研发、
测试、运营维护及人员培训、数据管理等；
其次，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用于智能
机器人、 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载工具的生产
制造。

据悉，京东无人车已发展到第三代，明
年将推出第四代， 主要应用于末端配送点
到客户手中的“最后一公里”。京东X事业
部、自动驾驶研发部总经理杨廓表示，项目
选址长沙经开区， 是从湖南产业布局来考
虑的，长沙是智能装备制造中心，同时还有
很好的教育和人才资源， 有利于京东未来
在长沙研发更具前瞻性的无人车产品。

计划5年投资超100亿元

京东在长沙建设无人车产业基地

蓝思智能机器人等3项目落户浏阳
签约总额达124亿元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2017年《财富》全
球论坛12月6日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幕之
际，我谨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
方嘉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诚挚的欢迎！

本届《财富》全球论坛以“开放与创新：构
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全球发展面临的
关键问题， 与会嘉宾就此交流思想、 建言献
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激发全
社会创造力，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 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
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展望未来 ，中
国发展动力更足 、人民获得感更多 、同世界
互动更深， 将为全球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作
出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景 ，
有基础 、有条件 、有动力实现稳中有进 、持
续向好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

开越大 ，经营环境将更加开放 、透明 、规范 。
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 扩大同各
国的利益交汇点 ，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
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热忱
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 ， 共享中国
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 ， 共创中外经贸合作
美好未来 ！

预祝2017年广州 《财富 》全球论坛圆满
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6日

习近平向2017年广州《财富》
全球论坛致贺信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向晓玲

泸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群山环抱，一
条小河在冬日的阳光里轻轻地流淌着。

12月5日，记者行走在泸溪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 如果不是标准化的现代化厂房和
来来往往的运输车辆， 很容易让人产生进入
公园的错觉。

这个办在大山里的开发区， 交出的成绩
单十分惊人： 全国氮气雾化铝粉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由区内企业发起制定； 园区微细球
形铝粉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7%，微细铝粉产品
出口美国、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韩国、俄
罗斯、日本、巴西等20多个国家，园区内以铝
系列精深加工、新金属材料加工产业为主的9
家企业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制定行业标准———
港珠澳大桥、三星电子都有“泸溪元素”

2017年9月，在湖南金天高科技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召集下，全国9家规模生产微细球形
铝粉企业的”掌门人”，齐聚泸溪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共商未来发展大计。

像这样的行业会议， 每年都会在泸溪县
召开几次，其他地区的企业“掌门人”每次都
会不远千里准时赴约。

“抢占了先机， 就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代水说， 泸溪县是全国最早生产微细球形铝
粉的地方，“氮气雾化铝粉” 的行业标准和国
家标准均由泸溪县新材料科技企业制定。

行业话语权，是企业在市场上拼来的。
“韩国的三星电子、现代汽车都是我们的

客户。” 李代水告诉记者，该公司是国内唯一
一家有资格到韩国参加特细球形铝粉竞标的
企业。公司生产的特细球形铝粉、铝基合金复
合粉体材料、 新型功能性金属粉体属国家鼓

励支持的高性能金属新材料产业， 在全国特
细球形铝粉市场上，一直是领跑者。

除了球形铝粉，泸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企业生产的其他新材料产品同样大放异彩。

被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
澳大桥，使用了42万吨含钒高端精品钢材。而
提供钢材的宝钢、华菱钢铁等知名企业，长期
从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钒

氮合金，用于制造含钒高端精品钢材。
“这一世界奇迹，有我们泸溪元素。”公司

副总经理刘本建自豪地说， 钒氮合金是优良
的炼钢添加剂， 能显著提高、 改善钢材的强
度、韧性等机械性能和焊接性能，降低炼钢生
产成本。 该公司也是我省唯一出口钒系列精
深加工产品的企业，产品远销美国、欧洲及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 荩荩（下转4版）

深山里“长”出顶级“新材料”

� � � �泸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 由中科院的
中试项目萌芽，在阵痛中转型升级，迅速成长为全国行业
标准的制定者———

■点评

4版

� � � � 12月4日，泸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恒裕科技公司员工在光学影像筛选机前校验铝基碳化
硅复合材料成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向晓玲 摄影报道

时事聚焦

触碰“红线”，特朗普中东政策怎么走

“湖南智造”驶入发展“快车道”
3版

让思想的光芒，洒向每一寸土地
———党的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活动综述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