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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霄
通讯员 周玉意 肖林

全球首个G7.5溢流法盖板玻璃， 省内首
条高端厨电产品整装生产线， 市场份额居全
国前列的三一搅拌车， 国内运行速度最快的
电梯试验塔……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但在邵
阳“沪昆百里工业走廊”，记者看到了一个和
以前大不一样的邵阳产业发展图景， 感受到
一个老工业基地不甘落后、重塑辉煌的雄心。

走廊沿线新园区里，大小企业聚集，新旧
产业兴旺，邵阳市“产业兴邵”的梦想正在逐
步变为现实。去年，该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255家，增速连续第5年居全省前列。今年一
季度， 该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7%，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63.8%，分别居全
省第二、第一位，对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支撑。

走上升级路，传统产业“变脸”
在邵东经开区东方神鹰工具制造有限公

司标准化厂房里，记者见到了国内首条“小五
金”工具行业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线上，机器
人和3D打印技术替代了人工和笨重的机器，
从原料到产品，自动化率达到96%。公司总经
理王敏说，工人由原来一组8个减少到1个，生
产效率提高至少6倍，产品质量也大幅提升。

邵东小五金闻名国内外， 从县城到仙槎
桥镇，相关生产厂家比比皆是，但多是一家一
户作坊式生产，生产方式简单、工艺落后，一
直是个痛点。湘商产业园建设，为邵东五金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县里引导五金企业
进入湘商产业园和邵东五金科技创新产业
园，入园五金企业现有40余家。在现代化标准
厂房里，企业积极攻关，力推自动化、智能化
生产。

邵东县五金行业协会会长宁登文介绍，
目前行业已完成锻压、抛光等5个共性技术自
动化应用攻关，一批成果得到运用。新研制的
钻洗一体机，一台设备可节省20个人工。

作为我国最大的注塑打火机生产基地，邵
东打火机产业也实现华丽转身，在县城和团山
镇建了2个工业园，“东亿电气”“环兴打火机”等
企业投入数千万元，将生产工序自动化，人工减
少40%至80%、产值却增加30%至40%。

“为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着

力引导企业入园集聚发展。”邵阳市工信局局
长谢益林说，邵阳箱包、皮具、打火机、小五
金、发制品、印刷、服饰、食品、循环经济、竹木
加工等一批传统特色产业联建园区， 运用高
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去年，邵阳箱包、打火机、发制品产业园
获评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一次
性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70%， 发制品占全
球市场份额20%，箱包出口4亿多美元。

迈向中高端，新兴产业“亮眼”
今年1月26日，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

有限公司建成全球首条G7.5盖板玻璃生产
线。公司负责人说，这标志着打破了国外对高
端盖板玻璃的市场和技术垄断， 打破了我国
高端盖板玻璃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彩虹特种玻璃项目落地， 填补了国内空
白， 邵阳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盖板玻璃
生产基地， 显示了邵阳市在发展新兴产业上
向中高端突破的雄心。据悉，该市主要领导从
2012年以来， 就一直跟踪这个当时处于研发
阶段的项目，并提供周到服务，促成项目在邵
阳开花结果。项目达产后，可年产碱铝硅盖板
玻璃432万平方米，成为国内最大的高端盖板
玻璃生产基地。

目前，依托“彩虹玻璃”，邵阳引进上下游
企业和研发机构，志在打造全球知名的“特种
玻璃谷”，已有4家相关企业入驻。

距“彩虹玻璃”不到1公里的拓浦精工智
能制造项目， 也填补了省内高端厨电产品整
装生产空白。该项目一期总投资10亿元，建成
了国内第一条厨电工业4.0柔性生产线，实现
了智能化生产。

邵阳市市长刘事青自豪地说：“我们努力
塑造产业新优势，抢占竞争制高点，形成了新的
增长点。事实证明，工业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发
展高新产业，可以引进‘高、精、尖’项目。”

近年来，邵阳在实施“产业兴邵”战略时，
围绕智能装备制造、 先进储能材料、 工程机
械、显示功能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装备等新兴产业，对接3类“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引进了中电彩虹特种玻璃、小米智能
电饭煲、桑德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亚洲富士电
梯、横琴恒生源环保科技等一批技术含量高、
发展前景好的新兴产业项目。 正在建设的桑
德锂电池资源化循环利用项目， 总投资15亿

元， 建成后将成为中南地区规模靠前的锂电
产业基地。去年，邵阳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总
产值433.67亿元，比2017年增长35.88%。

增强创新力，动能转换加速
手中按钮轻轻一按，箱子自动打开；通过

接收信号，自动感应跟随人走……在邵东醇龙
箱包皮具有限公司展示厅，公司负责人李刚清
向记者展示了新研发的智能箱包。他介绍，公司
与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合作研发生产的
学生智能书包、智能箱子和智能商务包等，深受
用户喜爱，吸引大批国内外客商订购。

李刚清说的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是邵东县政府于2017年引进并重点打造的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 专门为当地小五金、 打火
机、箱包等传统产业插上“智造”翅膀。目前，
该院已取得专利200余项。这两年，邵东五金、
箱包业首次出现了5000元的箱包、15000元
的特种钳子等高品质、高价位产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推动、创
新驱动。”邵阳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在建园
引企的同时，邵阳市着力向科技要生产力，建
设了湖南轻工行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湖南锐科机器
人有限公司、“智邵汇+” 等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同时，组建院士专家工作站9个，引进院士
5名；支持企业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0家、 省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5个，
为推动“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

“产品升级”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加快了新
旧动能转换速度。

科技创新，风光无限。去年，邵阳高新技术
产业企业达到813家，是2015年的2.5倍。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2%， 创历史新高。

“维克液压” 研制的深海机器人液压控制系统，
攻克了外国技术壁垒；“广信科技” 特种绝缘纸
等数个高端产品，技术世界领先；“凯通电子”研
发的热敏打印头，打破了国外垄断……

“得益于湘商产业园建设，邵阳工业经济
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邵阳市工信局负责人
说， 去年该市规模企业总数达到1410家，比
2015年增加349家，其中百里工业走廊区域内
1163家、占全市总数82.5%。去年，沪昆百里工
业走廊所创规模工业产值占邵阳规模工业总
产值79.1%。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陈
新）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载客试运营以
来，不少市民反映阜埠河站、湖南大学站等
站点在高峰期时段闸机口出现排长队的现
象。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今年年底前， 长沙地铁全线普通闸机将更
改为兼容APP一体机，实现直接扫码过闸，
缓解排队现状。

今天下午2时许，记者来到地铁4号线
阜埠河站，进站口有10个普通闸机，2个网
络闸机，出站口有11个普通闸机，2个网络
闸机。一小波客流来临时，网络闸机的出入
站口排起了队伍。 记者随后走访的湖南大
学站、 湖南师大站也出现了类似排队的情
况。记者发现，这些站点，学生使用APP扫
码进出站的人数多，而网络闸机配置较少，
另外也有不少学生在扫码前才拿出手机，
打开APP扫码，耽误了不少时间，影响了出
入站的效率。

地铁4号线工作人员介绍， 阜埠河站、
湖南大学站、 湖南师大站三大站点主要客

流是学生。据统计，28日，湖南大学站进站
8243乘次，出站6903乘次；阜埠河站进站
5928乘次，出站6476乘次；湖南师大站进
站3954乘次，出站3370乘次。在早中晚高
峰上下课时段， 由于网络闸机较少确实出
现了排队的情况。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轨道公司高度重视长沙地铁APP闸机
未能全线覆盖造成部分乘客排队过闸的问
题，多次召开研究会议，目前计划近期先针
对4号线客流量较大的湖南师大站、湖南大
学站、阜埠河站、黄土岭站四个站点完成闸
机改造， 全部更改为兼容APP一体机。1、2
号线全线及4号线其他站点闸机计划于
2019年年底前全部改造完毕，3号线全线闸
机在建设过程中将全部改造完毕。5号线及
以后线路已定为全线采用APP兼容闸机。

另外提醒乘客，过闸机时，请提前打开
地铁APP， 并将二维码对准扫描区域。这
样，不仅为自己节省时间，也能为大家节省
时间。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
全进校园活动中获悉， 从去年初开始至今
年5月， 市场监管部门对10类1181批次儿
童和学生用品进行抽检，合格率为83.5%。
我省将加强监督检查， 建立儿童和学生用
品监管目录，严查违法行为。

在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进校园活
动中，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有奖竞答、实物展
示、展板宣传、发放手册、展示不合格样品
等形式， 向校园师生普及儿童和学生用品

质量安全知识； 教授大家准确识别儿童玩
具、学生文具、校服、校园跑道原材料等13
种儿童和学生用品的标志标识， 增强师生
们的质量安全意识。

加强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监督检查，今
年，省市场监管局计划抽查圆珠笔、铅笔、油
画棒、橡皮擦、中小学生校服以及塑胶跑道
等60种儿童和学生用品。市场监管部门将建
立儿童和学生用品监管目录，对质量问题突
出的产品、 企业和地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家里去年莓茶收入好，赚了20万元，
买了小汽车， 今年准备给未婚的二儿子娶
个媳妇，莓茶这个事搞头足。”永顺县润雅
乡凤鸣村莓茶种植大户彭爱春谈起莓茶喜
上眉梢。

“看见茶园有虫，我打了点药，结果减
产一半，本来估计能卖个2万多块钱，最后，
只卖了一万多一点。”建档立卡贫困户覃庆
培也种了7亩莓茶， 但说起莓茶却很懊恼：
“现在想起莓茶都怕，去年，农技培训课没
上，我都不知道莓茶不能打农药，结果吃大
亏了。”

5月下旬，正是春耕农忙时，记者在永
顺县润雅乡凤鸣村走家串户， 这个莓茶种
植大村对于莓茶却是爱恨两难。

凤鸣村历来有种莓茶的传统， 不过，
多年以来都是小农户家庭作坊式经营，
作为土特产，规模小、效益低，市场流通
受阻。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售卖莓茶一是
靠贩子来收货， 二是口碑相传做点小生
意。价格低、无品牌、销路窄、风险大，“饭
门子”掌握在别人手里，这都是凤鸣村莓
茶人的苦。

凤鸣村的莓茶产业发展是永顺莓茶产
业的缩影，永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延堃
告诉记者，近年来，永顺县把莓茶开发作为
精准脱贫的重点产业发展，在毛坝、润雅等
近十个乡镇建有莓茶基地2万多亩。 去年，
全县莓茶产量达300吨， 销售额突破9000
万元，带动4800多人脱贫。

去年3月，永顺县委组织部全体干部入
村，帮助凤鸣村村民栽种莓茶苗。目前，该

村共有莓茶种植面积2100余亩，人均达1.5
亩。村里还成立了“村社合一”的莓茶专业
合作社和加工厂，理事长由村主任兼任。

试水初年，就有人尝到了甜头，诸多农
户也纷纷要求加大种植面积。

“凤鸣村适合种莓茶的土地基本都种
上了莓茶。”永顺县委组织部驻凤鸣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龚名山说，现在，他们已经不主
张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要规划用地，县里正
在请湖南农业大学做规划， 把全村乃至全
县适合种莓茶的土地找出来，形成规划图，
这样种植效率会更高。

SC认证、注册商标和条形码，凤鸣村
的茶农们依托莓茶专业合作社第一次有
了自己的品牌。这也让“永顺莓茶”这个
昔日只能打“擦边球”的土特产，华丽转
身为市场的新品牌。“我们的莓茶终于可
以堂堂正正的进超市、 上电商了。” 永顺
县四明仙山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覃拥军告诉记者。

2018年， 永顺举办了莓茶斗茶，2019
年， 又组织了中华茶祖节永顺莓茶茶业发
展战略研讨会、 还成立了永顺莓茶深加工
研发专家工作室。

村民们爱莓茶，是因为莓茶给了茶农生
计和希望；恨莓茶，是因为在产销的过程中，
茶农们走过太多弯路和苦路！站在凤鸣村的
莓茶园中，春风拂来，龚名山感慨：“永顺莓
茶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只要抱团发
展，茶农们脱贫，甚至小康都大有希望。”

回到村部，村民给记者泡了一杯莓茶，
入口稍有苦涩，抿过之后，却是一丝回甘。

种植莓茶亦如品莓茶，先有淡淡苦味，
后是无限甘甜。

书写产业新篇章
———来自邵阳“沪昆百里工业走廊”的报道之三

长沙地铁全线普通闸机
年前实现扫码过闸

近期完成地铁4号线部分站点闸机改造

儿童和学生用品合格率为83.5%
我省将建立儿童和学生用品监管目录，严查违法行为

记者在扶贫一线 爱恨莓茶

5月29日傍晚， 汨罗
市屈子文化园香草湖内，
参加龙舟赛的选手们正
缓缓将“龙舟”泊入码头，
结束一天的训练。6月6日
至8日， 该园香草湖将举
行“我们的节日·端午”第
十五届中国汨罗江国际
龙舟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40支队伍参加。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李国斌 摄影报道

“龙舟”归航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
员 周哩平 汪丹） 为提升综合应急救援保障
能力，充分发挥地方企业技术装备优势，今天
上午， 省消防救援总队与湖南翔为通航公司
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湖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航空救援大队”成立揭牌仪式，
标志着我省首个航空消防救援大队建立。

此次组建的航空消防救援大队， 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救援工作重要论述，
贯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社
会救援力量发展”“优化我省应急产业布局”，
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社会资源的重要举措，
也是消防救援队伍适应“大应急、全灾种”，担
当应急救援主力军的需要。

据悉， 航空消防救援大队编配救援、飞
行、空管、地勤等4个分队，配备6架救援直升

机及个人防护、应急通讯、机载灭火、现场图
传、伤员转运等器材装备，能提供特种灾害条
件下的火灾扑救、高空索降、水域救援、山地
救援、空中侦查、伤员转运、现场图传等服务，
具有机动性好、响应迅速、及时高效等独特优
势，可实现长株潭城区15分钟、长株潭全域1
小时的航空应急救援响应， 极大丰富综合应
急救援的手段和实现途径。

我省首个航空消防救援大队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