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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陈新）
今天上午，长沙地铁3号线、5号线一期工
程双双通车试运行。如果不出意外，明年
7月，两条线将载客运营。届时，便捷畅通
的“全面网络化”地铁时代将正式开启，

“半小时地铁生活圈”将覆盖全城。
长沙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贯穿侯家

塘、东塘、四方坪等核心商圈，线路全长
36.5公里，共设车站25座，换乘站10座，
全为地下站。串联河西大王山旅游度假
区、洋湖生态新城、岳麓山大学城、河东
市中心、长沙火车站、四方坪、长沙学院、
月湖公园、广电中心、星沙等板块。

长沙地铁5号线全长22.5千米，由北

向南穿过长沙县、开福区、芙蓉区、雨花
区和天心区。共设站 18 座，设换乘站 7
座，站点北起长沙县水渡河站，南至雨花
区毛竹塘站。该线串联起长沙县湘龙板
块、月湖金鹰板块、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马王堆商圈、万家丽商圈、高桥市场。

长沙地铁 3 号线、5 号线是纵横星
城东西南北的地下交通大动脉，通车标
志着长沙市轨道交通规划“米”字型骨
架、双“十”字拓展线网格局已基本形
成。至此，长沙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和
运营里程通过试运行后将达 161.2 公
里，车站达 105 座，换乘站达 14 座，线
网综合效能将全面提高。

长沙地铁3、5号线通车试运行
明年7月载客运营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黄利飞）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VAMA”）厂区内高悬的电子显
示屏显示，截至今天，该公司已连续实现
1090天零损工安全生产，安全人工时达
720万小时。

“零损工”又称“零”损失工作日，即
一定时间段内，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导致员工受伤而无法正常工作8小时，企
业工作日没有损失。VAMA 首席行政官
曹齐亮介绍，不同于其他企业以达到工
伤等级标准来计算损工，VAMA 的损工
只要有员工第二天不能正常上班工作就
算，其对象除了企业正式员工，还包括长
期承包商。

VAMA将员工健康安全作为首要任
务，自 2014 年 6 月投产以来一直保持着

“零”工亡事故、“零”火灾事故、“零”职业
病、“零”上下班交通损工事故的记录，累
计百万工时损工事故率为0.3，达到钢铁
业内领先水平。据悉，2018年全球钢铁企
业的百万工时损工事故率平均为1.0。

VAMA 安全工作可圈可点，离不开
创新运用大量前沿安全管理工具和方
法，如对标国际上安全生产工作领先的
企业；企业不间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对
员工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在全国首创绘
制所有岗位风险地图等。

在 VAMA 公司，从生产车间到办公
室，53 张风险地图都张贴在醒目位置。
记者在镀锌车间看到，退火炉、锌锅、光
整机段的风险地图上，用带圆圈带颜色
的A到S大写字母，标记了所有危险有害
因素。圆圈越大，危险等级越高；不同颜色
对应不同的危险有害因素种类，红色是人
为因素、蓝色是环境因素等。地图上相对
应地提供了危险控制措施，员工和外来人
员可以快速有效获取安全风险信息。

“VAMA 的安全生产在全公司形成
了主动意识，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
曹齐亮称，安全生产一直是VAMA工作
的重中之重，公司2020年还计划实施健
康安全信息智能化项目，致力成为符合
国际健康安全标准最安全的钢铁公司。

连续实现1090天零损工安全生产

VAMA成为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标杆
投产5年多，保持着“零”工亡事故、“零”火灾事故、

“零”职业病、“零”上下班交通损工事故记录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戴鹏

12月25日，株洲市清水塘再次成为关注
焦点：总投资逾130亿元的三一能源装备园、
绿地滨江科创园两大项目同步开工建设，老工
业区转型发展再启新征程。

一年前，随着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全面关
停退出，全市先后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近2000
家，影响产值近500亿元。

旧动能退出，株洲发展会否“失速”？作为
工业重镇，株洲该如何重塑经济新方位？

面对担忧,株洲保持定力，笃定毅行。紧扣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总战略，以建设“株洲·中国
动力谷”为核心，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
迎来“满园春色”：今年前三季度，该市地区生产
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2%、
8.5%，增速均居全省第三；固定资产投资连续7
个月排名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25.6%，同比提高5.4个百分点。

现代产业体系动力澎湃

岁末，北汽株洲基地仍一片繁忙。每隔两
分钟，就有一台EU5新能源汽车下线。以EU5
为拳头产品，北汽株洲基地已跃升为全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主力军。

这一成就，离不开株洲悉心培育现代产业
体系。

基于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三
大产业比较优势，株洲市审时度势打造“株洲·
中国动力谷”。受益于要素与资源整合，轨道交
通、航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迸发出澎湃动能。
今年 1 至 11 月，三大动力产业增加值增长
35.7%，对规模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

目前，株洲已是全球首个产值突破 1000
亿元的轨道交通产业基地，中小航空发动机制
造业保持30%的增速，起步较晚的汽车产业也
形成了从设计研发到零部件生产、整车制造再
到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规模达
300多亿元。

株洲“多点开花”培育新能源、新材料、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陶瓷、服饰两大传统产业，激活
株洲整个产业生态。

醴陵旗滨首条高性能电子玻璃生产线
点火，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数码相
框等各种触控显示终端；落点云龙示范区的

中国移动（湖南株洲）数据中心投运，形成立足
湖南、辐射全国的大数据存储、云计算及大数
据生态百亿级产业链……今年，株洲有100个
重大项目竣工投产。

中建材碲化镉发电玻璃项目在醴陵开工，
将建设30万千瓦产能的碲化镉薄膜太阳能发
电玻璃生产线；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将重点建
设石油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打造石油装备区域
研发中心、企业创新中心及总部基地；绿地滨
江科创园着力构建汇聚总部经济、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的产业集群……
今年，株洲新引进项目 382 个，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193个。

“具有株洲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发展后劲增强，动力澎湃。”株洲市委书记
毛腾飞说。

新旧动能有效接续，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预计株洲“3+5+2”产业体系今年可实现增加
值2610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75%。

创新驱动擦亮“株洲智造”

12 月 24 日，由中车株机研制的 CJ6 动车
组在长株潭城际铁路线开跑。湖湘大地上，首
次有了湖南制造的动车组。

同样与轨道交通相关的创新成果诞生在
株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碳陶制
动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性能超过德国、日
本产品。

时速400公里的永磁牵引电机、时速600
公里的长定子直线电机、高性能离心风机等一
批重大科技成果，也在株洲问世。

株洲在转型“阵痛”中，依靠科技创新、培
育科研沃土，闯出一片新天地。

醴陵陶瓷产业绵延千年，是全国三大“瓷
都”之一。株洲探索出陶瓷转型发展模式，制定
全国首个釉下五彩标准，建成标准化泥釉模配
制中心，填补国内泥、釉、模三大陶瓷原料标准
化生产空白，生产效率提高了6 倍，“三废”排
放几乎为零。

如今，醴陵陶瓷产品中，不仅日用及艺术
彩瓷占领全球市场十分之一，电瓷绝缘子及军
工陶瓷新材料等打破了欧美技术垄断，电瓷产
量占全球三分之一。

一件衣服从下单生产到实体店铺面市需
多久？记者在株洲市芦淞区白关服饰产业园获
悉：上午8时服装样式下单，8时30分上裁床，
中午出成品，下午2时即可发送到一线门店销
售。这是智能制造给株洲服饰产业带来的变
化。

在智能制造带动下，芦淞区已形成面积达
25.5平方公里、从业人员超20万人，集研发设
计、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展示销售、公共服务
于一体的现代服饰产业集群。

今年，株洲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达3%，居全省首位。1至11月，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57.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超过18.9%。

营造高质量发展良好环境

征拆1180亩建设用地仅用45天，从签约
到开工只有98天……今年落点荷塘区的智慧
钢铁城项目跑出了项目建设“极限速度”。“多
亏了‘拿地即开工’改革，加快了投产时间。”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株洲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服务质量。实
行“一家审批、多家备案”方式，行政审批事项由
1700多项减至144项，审批时间大幅缩减。

专项整治项目建设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也是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今年，株洲从“超时”项目入手，对全市产
业项目签约不落地、开工不真实、竣工不及时、
服务不到位的，以及烂尾项目、烂尾工程，进行
专项整治。通过首轮整治，所有延时项目已全
面整改。

今年来，株洲还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依
托，全面带动和激发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
给、政策供给、要素供给。围绕提升审批效率、服
务效能，鼓励创新创业、加强金融服务等方面出
台系列举措，推行“温暖企业50条”“减税降费
进园区”等主题活动，着力加强产业发展和项目
建设的人才、资金、技术支撑。

好环境换来发展加速度。今年1至11月，
株洲新增登记市场主体3.76万家，产业投资增
长29.4%，新开工重点项目198个，为后续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跃上葱茏满目春
——株洲以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典型十二拍

▲ ▲（上接1版①）
恰逢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举行期

间，“戏韵长沙”专业舞台艺术精品展演、
“争鸣长沙”人艺艺术团系列演出等精彩
节目数不胜数。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文博
大餐”诱人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均免费对
外开放，还将举办各种文化惠民活动。湖
南图书馆的传统技艺体验活动新春雕版
年画印刷、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童
书阅读分享会、湖南省文化馆的“我来学
手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展……
1000余场文化惠民活动任君选择。

2020年1月1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
“走向美好生活”湖南省文艺轻骑队“精
准扶贫”优秀作品巡演将在花垣县十八
洞村启动。春节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场馆
还将组织书画艺术家走到田间地头，为
百姓送春联、送书画。

全省156家博物馆、纪念馆也为观众
准备好了“文博大餐”，包括330余道“美
味佳肴”。如第7届“艺术长沙”双年展，设
置了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博物馆、湖南省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3个展区；长沙、
湘潭、郴州等省内10余家博物馆，同步推
出全国性生肖系列文物图片联展“瑞鼠
吐宝——庚子新春鼠生肖文物联展”。

300余项非遗活动复原传统年味

传统年味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记
忆，覆盖全省的“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
家”活动，包含非遗宣传展示展演和民俗
活动300余项，将从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等方面，全方位复原传统年味。
湖南省文化馆有全省非遗成果展、

第二届湖南非遗元宵喜乐会，雨花非遗
馆将举办非遗国潮年货节、新春非遗庙
会。去株洲炎帝陵祭祖祈福，参加岳阳汨
罗市长乐镇第8届民间文化旅游节，逛滩
头木版年画精品展，欣赏土家族摆手舞
传习展演、常宁渔鼓展演，每个地方都有
独特风情。

红色游乡村游热力持续

资源丰富、活动多彩，红色游、乡村
游向来是湖南旅游的热点。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这些地方将继续带给游人丰
富的出行体验。

参加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湖南
党史陈列馆的革命旧址现场教学、新春
红色故事会等活动，为新的一年再出发
注入精神力量。许多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都有特色民俗活动，看娄底市双峰县
双源村舞龙狮、腰鼓等民俗表演，参加永
州市江永县勾蓝瑶寨的元旦洗泥晚宴，
感受多彩湖湘文化的迷人魅力。我省根
据这些优质旅行地，推出了张家界慈利
万福温泉-朝阳地缝自驾游、怀化溆浦
枫香瑶寨-思蒙自驾游等 5 条精品自驾
游线路。

此外，2020年1月2日至2月8日举
办的南岳春节庙会将主打“火文化”特色，
包括春联灯谜大擂台、戏曲排街巡演、第
三届中国南岳龙狮争霸赛等6 大主题活
动；随着今年12月26日，黔张常铁路开通
运营，去张家界游览更方便了。“冬游张家
界、嗨动全世界”活动包含10大主题活动，
将持续至2020年2月29日，优惠力度非
常大。

“文旅大餐”已备好 湘味十足过新年

▲ ▲（上接1版②）
长沙新港（三期）铁路专用线，为国家发改

委批复的铁路专用线重点建设项目，线路全长
4.48公里，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霞经济开发区
内，连接京广铁路长沙北站和长沙新港。

湖南长沙新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
跃煌介绍，目前，长沙新港货物如需通过铁路转
运至其他地区，需先在码头通过公路转运至京
广铁路长沙北站，再重新编组走铁路运输。

铁路专用线建成后，铁路进入长沙新港的“最

后一公里”被打通，集装箱、钢材、商品车、粮食、矿
石等更多货物将实现铁水联运，助推长沙新港建
成铁、水、公多式联运的“千万吨级”港口。

据长沙新港预计，今年该港有望完成港口
货物吞吐量960万吨，预计同比增长18.67%。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临近岁末，全省人才战线捷报频传：全省
人才总量超过 650 万人，其中“两院”院士 69
人；3年累计投入人才资金27.84亿元，引进各
类人才60 多万人，仅长沙市人才总量就增加
约40万人……

数据诠释着底蕴与活力。成绩的背后，是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围绕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
划，着力推进引才、聚才、铸才、育才、扶才、优才
六项人才工程，打造人才高地的不懈努力。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今，一支梯次
合理、素质优良、能力过硬的人才队伍正在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程中加快集结。

引导人才向产业集聚，储备
创新发展动能

12月19日，省科技厅传来好消息：以湖南
三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组建单位的湖
南省城镇水体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
功获批省级创新研发平台。

创新成果迸发的背后，离不开人才特别是
高层次人才的支撑。近年来，三友环保充分利
用省、市各级“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紧缺人
才引进工程”等人才政策，采取全职引进、柔性
引进、科研项目急需引进等多种形式，将专家

“请”进来，把技术“留”下来。
三友环保并非个例。自 2017 年实施芙蓉

人才行动计划以来，湖南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以引进急需人才和聚集人才团队为重点，
进一步优化人才与产业、项目组合，引导人才
等创新资源要素向重大项目和优势产业集聚，
实现人才集聚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我省积极实施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
持计划和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三年共遴选
支持64个创业团队和45名领军人才，入选人
才获得国家科技奖励50 余项；连续编制发布
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为50 多家重点企事
业单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362名；启动实施湖
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以专项支持、平台培养、
系统孵化等方式，遴选支持264名青年英才争
当下一代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引进一个人才、聚集一个团队、兴起一个
企业、推动一个产业。3年来，全省共建设双创
基地、众创空间219个，引进“高精尖缺”人才
1000 多名、企业创新团队 305 个，在新材料、
纳米医学、新一代光电芯片技术、航空航天等

领域储备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动能。

打造基层凝聚人才“强磁场”，
助推乡村振兴

对于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的村民而言，从
守着黄金茶“孤芳自赏”的窘境到品尝致富路上

“茶比黄金”的甜头，只隔着一位“点石成金”的科
技特派员——省农科院茶科所专家王润龙。

自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王润龙带领当地
农民解决黄金茶栽培管理中的技术难题，全村
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0亩扩大到1.5万
亩，村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

基层一线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战
场，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全省各级各部门
以大力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牵引，以扶持
基层人才为重点，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
道，精心打造基层凝聚人才的“强磁场”，聚三
湘之智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留住和用好现有人
才。我省先后出台《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
方案》《湖南省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等文
件，在编制保障、职称评定、待遇补贴、晋升通
道等方面下足功夫，为人才安心扎根基层提供
制度保障。各地因地制宜展开积极探索，岳阳
市设立市级“人才编制池”，专门拿出300个专
用事业编制用于安排乡镇农技人才；株洲市单
独组建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中小学教师评审
组，副高职称通过率上浮3个百分点。

构建人才智力帮扶协作机制，积极推动优
秀人才服务基层。推动科技特派员由“单兵作
战”向“团队作战”转变，牵头组建以科技副县
长为龙头、科技特派员为主体、团员不少于10
人的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3年来，科技专家服
务团实现122个县市区全覆盖，全省累计选派
科技特派员9600多人次，打造特色农业产业
基地1000多个，建立专业合作社6000多家，
推广新技术 3000 多项，引进新品种近 3000
个，带动50多万农户增收。

加强基层教育、医卫、农技等乡村实用人
才培养力度，不断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3年
来，全省共招收录取各类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师
范生3.3万人，毕业公费定向师范生1.3万人，
全部补充到农村基层学校；省卫健委明确 23
家三级医院对口帮扶 48 家贫困县县医院，共
派驻医务人员 724 人次、接诊患者 22 万多人
次、开展手术1.5万台次；省农业农村厅率先在
全国免费实施农技员学历提升工程，培养农民
大学生2.55万人，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2000

多人次，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铸就了一支“带
不走”的生力军。

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激发创新
创业活力

学历不够、论文没发、工作年限不足……
如今，我省优秀人才不用再为职称申报“条条
框框多”而犯愁。12月1日起，《湖南省畅通职
称评审绿色通道10条实施意见》和《湖南省创
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 10 条措
施》两个文件正式实施，急需紧缺人才和高层
次人才、产业人才、基层一线人才等人才都能
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绿色通道”。

人才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人才生态环境
的竞争。在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激励下，我省
聚焦人才评价激励、人才管理、服务保障等关
键环节，着力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着力破除制约人才
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藩篱，为人才松
绑。全省在总量内调剂事业编制，设立事业单
位人才编制管理专户，为高精尖人才引进提供
编制保障；放开人才职称评审，全省 122 所高
校自主评审实现全覆盖，省人民医院、省农科
院、中联重科等科研院所、公立医院、高新技术
企业等开展职称自主评审试点；放开人才居
留、落户门槛，放开人才社保、购房限制，放开
人才子女就学条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系统性
地简政放权。

加大人才激励力度。树立市场思维，在人
才引进、收入分配、股权激励等方面遵循市场
原则，通过依规放开人才股权激励，放开事业
单位人才收入分配，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让人才名利双收。

完善人才服务保障，积极打造“拴心留人”
的软环境。长沙市推行所有业务“只进一张门，
最多跑一趟”，办理落户业务由10个工作日缩
短至 5 分钟。近两年，全市办理高层次人才子
女入学 113 人，解决刚需购房及人才公寓 1.8
万人，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环境资源优势
成功转化为引才聚才优势；衡阳、湘潭等市推
出高层次人才就医、子女入学等多项服务集成
的“绿色通道”，让人才办事无忧。

不拘一格聚人才，芙蓉国里尽朝晖。如今，
创新的湖南，正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创新创业
首选地；开放的湖南，正日益成为群英荟萃的
人才集聚新高地。

不拘一格聚英才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吹响人才“集结号”

产业升级 制造变“智造”
12月30日，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工人在环保电线制造车间操作机械臂进

行电线产品包装。近年来，该公司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已获得国家专利81项，其中发明
专利16项，促进制造向“智造”转型。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