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
近年来， 常德聚焦高质量发

展，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
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着力
发展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与健康
食品、 文旅康养等千亿产业和千
亿产业园区， 形成了新的产业发
展格局。

思路一变天地宽。 今年上半年，
常德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投资占
投资总额54.9%，民间投资增速创近5
年同期新高，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46.1%、35.2%；
装备制造、 文旅康养分别实现产值
468亿元、456.3亿元， 今年有望成为
千亿产业。

创新驱动发展
9月11日， 在津市经开区湖南新

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在抓紧生产倍他米松。10月，
公司16吨倍他米松分批发往国内市
场以及意大利、印度等国家。

“我们生产的甾体激素，颠覆了
传统工艺。 传统生产从黄姜中提炼。
我们通过科技创新，以植物甾醇为起
始原料，制备甾体激素药物中间体及
原料药， 降低成本， 减少能耗和污
染。” 公司基地总经理张晓东告诉记
者，这种提取技术为国内首创，今年
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

在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

中， 常德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着
力开展百大项目创新工作，专注实施
“专精特新”培育工程。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引入资本、金融、创业、技术、政策
及服务等市场要素，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培育新动能，释放新活力。

在创新驱动下，常德新兴产业快
速成长。飞沃新能源获批为国家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力元新材、中锂
新材、新合新生物等一批企业技术先
进、品质过硬，产品畅销多个国家和
地区。高迈新能源、浩天翼无人机等

一批新兴产业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
设。今年上半年，常德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新兴产业产值增速达到30%以
上。

锻造产业航母
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

关键在园区。近年来，常德坚定园区
发展目标，全面实施园区产业布局指
导意见，优化园区和产业布局，引导
各园区集中精力主攻一个主导产业，
千方百计强链、补链、延链，锻造产业
航母。

位于桃源高新区的湖南迪文科
技有限公司， 在培育产业链方面独
树一帜。 公司老化车间里，150多万
片各种规格的迪文屏正在老化，屏
幕色彩交替变化， 五彩斑斓。“经过
72小时老化， 这批迪文屏将进入检
测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宋大跃告诉
记者，迪文屏是工业GUI(图形用户
接口 )领域全球知名品牌，是人机交
互领域的领跑者， 全球市场占有率
超过30%。

“2013年落户园区时，由于配套
跟不上， 很多配件需要从外地采购，
一年快递费就要花掉700多万元。现
在，我们以商招商，从北京、深圳等
地，引进北方一造电路、北京鑫丰南

格、 湖南联志健宁光电等8家上下游
配套企业，在同一栋楼里加工生产。”
宋大跃说，产业链集聚效应让公司发
生裂变，发展大大加快，今年产值可
达8亿元。同时，推动桃源高新区形成
了以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特色的产
业园区。

目前，常德已培育新材料、生物
医药与健康食品等多个特色产业园
区，产业链集聚效应不断放大。今年
上半年，全市园区完成规模工业产值
981.6亿元，同比增长9.3%；省级以上
园区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478.1亿元，
同比增长8.6%。

一批产业航母， 在常德扬帆起
航。

产业新花开沅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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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随着城轨云的建设，乘客可以
实现‘一张脸’进出站”，“智慧交通”
的时代大势， 将以人们始料未及的
速度呼啸而来。

一场顶级博览会， 让各方英雄
竞相登台，其几乎梦幻般的画风，迭
代着人们对轨道交通既有的认知。
它是既有成果的尽情展示： 前沿的
技术、酷炫的装备，让参观者如同穿
越时光隧道直达未来； 它更是一轮
新的起点： 成果的展示、 观点的碰
撞， 为全球轨道交通领域从业者提
供了展示创新和激发创新的平台。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博览会虽只有短短三天的展

期， 但它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却将是长久而深远的。

智造引领未来。 快启快停的城
际动车，“自动唤醒、自动运行、自动
诊断、自我修复”，能满足数十个场
景使用要求的“聪明”列车，通过车
载各类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
路的 “智轨 ”列车 ，能将85%以上的
制动能量回收、 且在30秒时间充满
电的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每一
种新产品背后， 都是足以让人脑洞
大开的镜像。

产业集群预示着产业发展的高
地、技术汇聚的洼地。“明年，我们将
把中国总部搬到湖南来。” 湖南轨道
交通产业的聚集效应，让轨道交通配
套企业的德国福莱格霍莫尔公司，毅

然选择将湖南作为进一步开拓中国
市场的“大本营”。这场博览会之所以
能实现近悦远来的效应，自然与湖南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黏度息息相关。

“智能无处不在， 创新永无止
境。”展望5G时代，未知远远大于已
知。置身万物互联时代，轨道交通必
将以超乎人们想象的“打开方式”，改
变着时代发展的频率，改变着普通民
众生活的节奏。 最值得人们欣慰的
是，湖南作为全国乃至全球轨道交通
及其装备产业的领先者后劲十足。今
年3月， 由中车株机自主设计的五模
块现代有轨电车获得2019年德国IF
设计奖， 这是中国企业在这项素有
“设计界奥斯卡奖”中首次获奖。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动脉。 黔张常铁
路进入联调联试， 年底有望投入运
营， 长沙地铁五号线首列车辆运抵
现场，浩吉重载铁路正式投运，加之
较早前开工兴建的凤凰磁悬浮项
目，近段时间里，作为南通北达、承
东启西交通枢纽的湖南， 与轨道交
通相关的新闻接二连三。

先进轨道交通体系通过助力人
才流、货物流、信息流的广泛高速传
输，能提高产业布局的灵活性、提升
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提振区域经济
的融合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与
共享，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加
上“智造”领域先人一步，必将进一步
擦亮湖南轨道交通这张金色名片。

刘天放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0月20日
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指出，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
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努力推动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从前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果
来看，“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互信共
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
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延续往年的精彩，从
与会嘉宾人数的不断增加，再到世界的
关注深度，都比以往更令人期待，注定
是智能互联、开放合作的盛会。

个别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逆势
盛行、网络霸权鬼影幢幢、保护主义暗
流汹涌、 打压竞争跋扈专横； 与此同
时， 全球互联网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
持续上升，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屡有发
生，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关起门来各自为战， 或许短期内可在
某些领域取得进展， 但当面临着越来

越多的互联网治理难题、 越来越难啃
的技术攻关“硬骨头”时，以邻为壑、单
打独斗注定是死胡同。 一些人幻想以
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方式遏制
中国发展，同样只会落得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结果。中国始终坚持开
放合作，始终奉行互利共赢，包括互联
网治理领域在内，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合作之手握得越来越紧。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 也是
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 。
开放、共享、合作，才是深深根植于互
联网的基因。虽然各国互联网发展阶
段不同 、面临的现实挑战各异 ，但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
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的需求相同。在世界各国的共
同努力下，技术必将有提升、有进步、
有突破，网络定会更安全、更便利、更
通畅。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
关键时期 ，借此盛会 ，各路贤达凝聚
更多共识，激发治理体系变革的更大
力量，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更多
福祉。

谢晓刚

近日，位于四川成都的电子科
技大学食堂推出的一款高原生态
“土豆宴”， 引发师生追捧和网友围
观，原味土豆、土豆泥、土豆条、干锅
土豆等以土豆为原料的各色美味
菜肴让人眼花缭乱。据了解，所有的
土豆都来自该校定点帮扶贫困村，
今年预计采购50吨，全校师生6天时
间已经吃掉了近12吨土豆。

烧、煎、炸、烤、蒸、焖，土豆的
烹饪手法可以有多种； 扶贫也有许
多条道路，近年来，各地高校纷纷响
应国家号召投身于扶贫工作， 比如
有的高校办起了扶贫超市， 销售贫
困地区的土特产； 有的高校主动对
接贫困地区提供培训就业一条龙服
务， 而电子科技大学和贫困地区携
手走出“以购代捐”的脱贫攻坚路。

高校食堂每天要为数千人甚
至数万人准备餐饮，需要采购大量
的食材。采购食材时把目光从附近
菜场移向定点帮扶的贫困山区，从
农户那里采购土豆等农副产品，给
高校食堂的食材采购赋予了助人

脱贫的崭新意义。学校食堂是稳定
的消费市场，将学校的农产品需求
导向与产业扶贫精准对接结合，可
以按照“学校需要什么生产什么”，
确保产销稳定，实现校农双赢。

其实， 通过网上搜索得知，购
买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不只是电子
科技大学， 还有四川大学等高校；
购买的农产品也不只是土豆，还有
大米、花椒、黄牛肉、萝卜、白菜等
等。农产品从贫困地区流向大学的
食堂，这股暖流越汇越大，脱贫攻
坚动力也就越聚越强。 这种方式，
既增强了贫困农户战胜贫困的信
心， 激发了贫困户发展内生动力，
又在高校配套帮扶中提高农户生
产经营技能，实现扶志与扶智的有
机结合。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
调动高校、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的
参与热情，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友爱
助人的优良传统，树立关注关爱贫
困群众的良好风尚， 形成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种模
式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就能凝
聚起磅礴力量决胜脱贫攻坚战。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带来更多福祉面向未来的新起点

———轨博会观察之一

校农结合，
激活扶贫产销市场

新闻漫画

距离2019北京马拉松开跑只有
两周时间了， 今年北京马拉松预报
名人数超过16万人， 而媒体公布的
中签率只有16%左右，再创历年来的
新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与北京马
拉松的名额， 越发成为了炙手可热

的“商品”，在一些社交软件和二手
交易平台上转卖，标价达数千元。

北京马拉松组委会发布声明
说， 转让参赛名额是违法行为，将
会同公安等部门调查并制裁。

图/文 王怀申

马拉松名额转让，明码标价数千元

丁慎毅

丰巢智能快递柜是目前国内市
场占有率最高的快递柜 ，然而 ，其近
日推出的 “刷脸 ”取件功能却被小学
生简单“攻陷”：只要用打印照片就能
代替真人刷脸 ， 顺利取出父母的包
裹 。丰巢回应称 ，存在 “刷脸 ”问题的
快递柜为试运营的测试版本，出现问
题后已下线。

看似高大上的“刷脸功能”居然被
小学生轻易破解， 这样的结果让人感
到不可思议。眼下，移动支付、身份认
证、交通执法、宾馆入住、单位打卡、小
区门禁、 校园管理……不少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在引入人脸识别
设备。 这些设备中是不是也存在与丰
巢类似的安全漏洞？

回想起先前的共享单车， 发现开
锁漏洞的也是小学生， 运营商不得不
承认产品缺陷进而升级， 还有一些平
台推出的防沉迷措施不断被小学生破
解……人们不禁会追问， 产品上市前

为何不多角度开展破坏性实验， 以确
保产品质量？ 为何事关人们财产安全
的智能产品， 为何要让消费者以付出
代价的方式来帮助厂家改善质量？

近段时间来，“刷脸” 技术呈现出
跃进式的应用落地， 除了技术趋于成
熟的成因外， 恐怕与企业趋利的动机
不无关联。对商业机构而言，率先采集
大量的人体生物识别信息， 往往意味
着更大的商业价值。然而，新技术在不
断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 所面临的安
全挑战也更严峻，尤其是“刷脸”这种
生物识别技术，一旦“带病上路”就可
能贻害无穷。

技术创新，“本”“末”须得当。细细
琢磨，我们真的迫切需要应用“刷脸”
技术？像快递柜这种生活设施，通过扫
码、验证码解锁实际上已经非常便捷。
使用人脸识别固然可以更快， 但若要
因此出现安全问题就本末倒置了。对
于企业来说， 应该摒弃急功近利面面
俱到， 而不是匆忙将不成熟的产品推
向市场。

技术创新，不应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