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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名院士专家齐聚长沙

福田汽车持续“加码”在湘投资

探讨运载装备前沿技术课题

在长沙布局年产10万辆中、轻型卡车项目，覆盖
国内南方市场和东南亚市场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3 日 讯 （ 记 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姜杨敏）海上无人系

统、工业母机、未来汽车制造、水下特
种 机 器 人 智 能 化 、5G 工 业 物 联 网
……今天，包括14位院士在内的400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长沙，参加由中国
工程院和中国中车联合主办的“第
300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
—运载
装备前沿技术发展论坛”， 聚焦运载
装备前沿技术课题，探讨破题之策。
“不断提升装备智能化、集成化

和数字化水平， 进一步推动我国高
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 是建
立世界领先的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
途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表
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
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 高档数控机床和
机器人等10个重点领域，是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的战略必争之地。

中国中车副总裁王军表示，我
国要实现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强国
梦，轨道交通装备要成为“绿色、智
能”典型产品代表。湖南作为中国中
车重要的产业基地和研发基地，有
力支撑和推动着我国轨道交通装备
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运载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传统优
势产业。 近几年我省先后在整列装
载、永磁牵引系统列车、中低速磁浮
制轨列车、可变近硬岩隧道掘进机、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3 日 讯 （记 者 陈
淦 璋 ） 今天，福田汽车长沙工厂超级

深海设备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
的科技成果，培育中车株机、中车
株所、三一重工、中国铁建重工等
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当前，我省正
在全力推进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链、工程机械产业链、电动汽车
产业链、航空航天产业链等工业新
型优势产业链发展，集中力量发展
工程机械、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中
小航空发动机三大产业集群，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

中轻卡生产线改扩建项目在长沙启
动，将打造成为福田汽车覆盖国内南
方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战略基
地。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将形成年
产10万辆中、 轻型卡车的生产能力，
并带动属地汽车产业链和配套企业
快速发展。
福田汽车总部位于北京，1999年
布局南方成立福田汽车长沙汽车厂，
目前已累计产销汽车85万辆，实现销
售收入500亿元。近些年，福田汽车不
断“加码”在湘投资，纯电动卡车与环
境装备产业园于2015年11月在长沙
开工， 第一期投资20亿元已经实施。
此次启动的超级中轻卡生产线改扩

长沙16日举办
对日招商投资环境推介会

小小红薯
促增收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3 日 讯 （唐 璐 龙
建学）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11月13日，新田县枧头镇大
观堡村， 村民在晾晒红薯干。近
年， 该县优粮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在该村建立1000亩红薯种植
基地，年产红薯200万公斤。采取
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 农户
种植、订单回收的合作方式，有效
带动了当地村民和贫困户脱贫增
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钟伟锋 摄影报道

长沙对日招商投资环境推介会将于
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届时将有来自
日本的政要、 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表
等200多名嘉宾参会。 这次推介会将
聚焦长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招
商，拟签约制造业、零售业、旅游业等
一批项目。
近年来， 长沙对日经贸合作日益
密切。2016年至2018年， 长沙对日进
出口额稳定增长，年均增幅超过30%。

湖南9市州23家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企业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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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开放创新”为主题，重点展示高端制
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
学、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
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
省商务厅加工贸易处处长楼良金
介绍，根据年初重点经贸活动计划，我
省统一组团参展， 按照大会组委会的
主题要求，我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新材料”为参展主题，重点展示我省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领域的高新
技术成果和产品。 展厅面积158平方
米，联合长沙、株洲、郴州、岳阳、永州、
娄底、常德、自治州和张家界9市州，组

织方恒复合新材料、 高斯贝尔数码科
技、浩天翼航等23家高新技术产品企
业参加。楼良金介绍，此次我省还重点
选择了部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
参会，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我省优秀
的高科技小微企业的高新技术成果
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据了解，根据高交会组委会安排，
我省拟参加高交会开幕论坛以及创
新引领论坛等专题活动。展会期间，市
州及企业将通过高交会平台， 开展招
商对接活动， 进一步促进我省开放型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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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 广汽三
菱、 蓝思科技等为主要对日进出口企
业。目前在长沙投资的日资企业共38
家，涉及汽车、移动互联网、工程机械
等产业。
据介绍，长沙良好营商环境，吸引
日企持续关注。平和堂（中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寿谷正洁告诉记者，20多
年来，长沙营商环境一直很友好，从最
初税收减免等政策性扶持到如今向服
务型转变， 外资企业也能享受到与本
地企业同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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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深圳高交会开幕
新 湖 南 客 户 端 深 圳 11 月 13 日 电
( 记 者 朱 玉 文 通 讯 员 洪 艳 ) 今天，
在深圳开幕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以下简称“高交
会”)上，我省9市州23家新材料和信息
技术企业集中亮相， 重点展示我省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领域的高新
技术成果和产品。
一年一度的高交会是我国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具有“中
国科技第一展”之称。第二十一届高交
会于2019年11月13日至17日在深圳市
举办。本届高交会以“共建活力湾区，携

建项目， 是对福田长沙汽车厂制造资
源的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规划占地45
万平方米，将改扩建车身车间、油漆车
间、总装车间、车辆检测线、污水废气
处理装置等。
在今年车市整体下行的背景
下，福田汽车产销逆势上扬，今年前
三季度累计销售38.9万辆(含商用车
和 乘 用 车 )， 同 比 增 长 2.6% ； 实 现 营
业收入354.3亿元，同比增长13.9%。
福田汽车党委书记、 总经理巩月琼
称，长沙优质的营商环境，坚定了福
田汽车在此投资的信心。 此次启动
超级中轻卡生产线的改扩建， 将打
造成为南方地区最大的超级卡车工
厂，为未来国六车型、新能源车型的
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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