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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猛

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新
能源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基建”时代
已经来临。

3月29日，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
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已遴
选86个技术含量高、前期基础好、项
目前景大的大数据和区块链产业发
展重点项目，总投资逾27亿元，加快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大数据和区
块链产业新的增长点。

记者梳理发现，86个项目涵盖社
会生产生活多个方面，主要聚焦数字
化基础设施、工业智能化、民生服务、
公共管理、区块链技术应用等领域。

数个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

疫情期间，“线上复工复产”“直
播带货”等各种“云经济”火起来的背
后，离不开不断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
施。

当前，省内数个大数据中心加快
建设。在益阳高新区，湖南芙蓉云通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500万元建
设芙蓉云大数据中心项目，打造国内
规格最高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云计算
平台及云计算管理中心，项目一期已

建设完成6000个机柜并投入运营，
二期建设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
中。

让交通更便利，物流更快捷，一
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升
级。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
设省域交通运输大数据平台及应用
示范项目，计划在2年内建成大数据
中心以及交通出行需求识别预测、交
通运行状况监测评估、交通运输安全
监测预警、交通基础设施运维监测四
大平台，建成后将明显改善交通状
况；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研发的
一体化网络货运公共服务平台，可以
对每一个运单进行全过程的执行、监
控，运费线上支付结算，运单全周期
可视化。

服务民生，提升公共管理能力

近日，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科创板递交了IPO申请。这家以
自主创新基因技术为核心的体外诊断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去年推出了
POCT移动分子诊断系统，可将分子
诊断检测效率由“小时级”提升至“分
钟级”，能让分子诊断从大医院“走到”
社区、基层卫生院、海关、牧场、军队甚
至家庭等多个场景之中。

此次，圣湘生物的分子诊断基因
检测及面向基层远程诊断的关键技
术应用和产业化项目，致力真正实现
简便化、高通量、高效率的自动化基
因检测。

文化教育领域，衡阳晟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基于大数据建设智慧校园
项目；农业生产领域，常德启腾水产服

务有限公司建设渔联网水产大数据平
台,解决水产行业周期长、劳动强度大、
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政
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出挑战。邵东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了集
成身份识别的智能体温监测疫情防
控云平台，将有效提升疫情防控及应
急响应效率；长沙变化率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建设智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物联网管理系统，破解城镇化快速发
展与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

数字化加持“湖南制造”

在数字化的加持下，“湖南制造”
的综合实力正在不断加强。

中联重科深化大数据和区块链技
术在工程机械制造业中的应用，着力
突破工业大数据技术应用、计算机视
觉、预测性维护、备货预测、生产排程、
三维可视化监控、网关安全、智能硬件
等一系列痛点。

蓝思科技投资 1 亿元建设研磨
机生产线物联网运营管理平台，对生
产过程进行实时跟踪监控并进行大
数据分析，以降低操作故障率、提高
生产效率。项目成功实施后，预计每
年可为集团整体节约成本 5500 万
元。

只需“一拍、二试、三定”3 个动
作，用户最短在两小时内就能购买到
个性化定制的服装。湖南苏科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正在加快建设数据驱动
的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该项目已经
和江苏卡思迪莱、圣得西、湖南派意
特等多家国内大型服装企业开展合

作，共建株洲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实现株洲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已累计帮助服装定制生产近20
万 套, 服 装 交 付 效 率 平 均 提 高
44.4%，降低量体成本80%。

区块链探索多场景应用布局

区块链并不遥远。此次多个项目
在城市管理、食品溯源、金融服务等
场景中探索区块链应用布局。

“打破‘烟囱林立’现状,构建起
城市管理的‘一张网’。”湖南科创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区块链网
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将上报的疫
情数据和政府、交通管理、出行、医疗
等平台数据融合, 为政府防控、复工
复产、更智能的城市治理提供技术和
数据支撑。

区块链具有分布式存储、多方维
护、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的特点，阳光
易购（湖南）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这一
特性，建设数据真实有效的食品安全
监管追溯平台，将食品线上采购信
息、供货商信息、餐饮商信息上链存
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检验检
测机构技术支持、消费者参与的食品
安全社会治理模式。

“链企银”金融数据综合服务平
台，是湖南德方智链科技有限公司基
于海量可信数据，开发多样化的大数
据风控模型，为中小企业“精准画像”。
企业融资由“资产依赖”转向“数据依
赖”，从而建立起一个由地方投资公
司、银行、政府、企业多方共同构成的
中小企业新的信任体系。

遴选培育总投资达27亿元的86个大数据和区块链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湖南发力“数字化基建”
经济

视野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罗文鹏)3 月 28 日上午，衡阳市衡山科学城
管委会与安徽酷哇机器人有限公司签订酷
哇机器人衡阳智能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书，
国内顶尖AI（人工智能）机器人团队——酷
哇机器人团队正式落户衡阳，这是衡阳以

“UP模式”招才引智的首次成功尝试。
“UP 模式”是衡阳市的创新提法，指高

校和园区合力开展高端人才引进工作。高
端人才接受在衡高校聘请，专职从事科研工
作，同时作为创业者，带领团队、拉动投资人
入驻衡阳园区，创立研究机构及企业。

在“UP 模式”下，南华大学聘任酷哇机
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何弢博士为特聘教授，由其牵头组建人
工智能研究院。酷哇机器人有限公司在衡
山科学城设立酷哇智能研究院，进行智能垃
圾分类转运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人工智能
产品研发和试点运营。衡山科学城已准备
1500 平方米场地，供研究院研发和产品展
示之用。

据介绍，此次用“UP 模式”推动南华大
学、衡山科学城与酷哇机器人合作，将为衡
阳高端制造业增添一支人工智能新军。

产业项目建设年

首次以“UP模式”招才引智

国内顶尖AI机器人团队落户衡阳

湖南日报 3月 2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 陆爱昌）今天，记者从中国石
化长岭炼化了解到，长炼至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航煤管道项目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已获省自然资源厅批复。据介绍，该项
目管道规划全长222公里，总投资10亿元。

近年来，黄花机场吞吐规模不断扩大，
航空煤油需求增大。而用铁路、公路运输油
料不仅成本高，安全环保风险也较大。为发
挥管道运输优势，满足黄花机场业务持续增

长需求，长炼计划建设一条至黄花机场的航
煤输送专用管道。

2018年10月，项目启动，被列入省重点
工程，并纳入省“十三五”能源规划，管道设
计运输能力为每年 250 万吨。为保证管道
建设安全施工，又不破坏沿途生态环境，长
炼成立项目团队，负责管道建设前期选址等
工作。经 16 个月多方协作，目前项目建设
方案已选定，并上报中国石化总部获得认
可。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唐璐 通讯员
周媖 邓辉）3月26日下午，总投资1.2亿元的
上海天雕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智能设备及
热熔胶制备项目，签约落户浏阳高新区。

上海天雕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总部设在上海青浦工业园。
今年来，浏阳高新区招商来势强劲，已引

进中铁五新智能模架、半导体光掩模材料国产
化等智能装备类、碳基材料类项目18个，其中
投资10亿元项目1个、投资5亿元项目3个。

长炼至黄花机场航煤管道用地
预审与选址获批

管道规划全长222公里，总投资10亿元

浏阳高新区又添新项目
总投资1.2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徐荣 蒋睿）3
月 28 日，韶山市韶山乡湘韶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胡小阳，作为村里公益性保洁员已上岗
一周。受疫情影响，胡小阳一家没了收入来
源，村支两委帮她申请了临时公益性岗位。
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是韶山市在疫情防控
期间推动就业扶贫的举措之一。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韶山市以公益创
岗、企业稳岗、线上找岗等方式，帮助贫困劳动
力解决就业问题。该市从3月23日起，新增保
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一批临时公益
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
脱贫”、但能胜任岗位要求的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每个村开发3个临时岗位，实现33个村

全覆盖。在企业稳岗方面，该市选取一批在防
疫期间吸纳5名及以上贫困人口稳定就业的
车间为就业扶贫车间，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
元。对到岗职工50人以下与50人以上企业，
分别按照不超过3万元与5万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目前，该市5家企业共
获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15万元。

此外，韶山市通过“韶山就业”微信公众
号，举办网络招聘会，线上线下结合，打造

“韶山就业”招聘新品牌，引导、鼓励返乡劳
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截至目前，全市共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450人次，企业邀请入职75人
次；贫困劳动力已复工1128人，待复工340
人，复工率达76.8%。

韶山就业扶贫再发力
帮助1128名贫困劳动力复工，复工率76.84%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3 月 27 日上午，雨水袭来，寒意颇浓。
见街上没什么人，龚平索性清点水果存货，
发现春节前批发购买的 3500 公斤脐橙，只
剩100多公斤。“虽然没赚多少，但总算没有
亏。”龚平打电话告诉远在常德市城区陪女
儿看病的妻子。

龚平是临澧县安福街道金宝路社区居
民，因家人患病致贫。一家五口中，2个女儿
患先天性脑瘫，一起生活的哥哥是智障人，
全家人生计主要落在龚平肩上。龚平在门
口摆了个小摊卖水果。

今年春节前，龚平拿出所有积蓄，购进
3500 公斤脐橙，准备“大显身手”。但节后
受疫情影响，脐橙卖不出去。眼看气温逐渐

回升，脐橙就要坏掉，龚平忧心如焚。
联系金宝路社区的安福街道纪工委书记

陈国平获悉，热心帮龚平寻找销路。他在街道
微信群和纪检微信群发布信息，发动亲友买脐
橙。他还和社区干部当起“快递员”，帮助送货
上门。很快，帮龚平销售了2700多公斤脐橙。

陈国平和社区干部再次走访时，发现龚
平又有新忧——担心租出去的门面会受疫情
影响。龚平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老房子，
2017年整修后出租给汽修厂，一年租金3万
多元，这才摘掉贫困帽。陈国平和汽修厂负
责人沟通，表示街道和社区干部的车辆将优
先在其厂洗车，鼓励他继续经营下去。汽修
厂负责人满口答应，让龚平放了心。

困扰多日的烦心事解决了，龚平露出了
笑容。

脐橙卖了 贫困户笑了

▲ ▲（上接1版①）
打通使用并增加再贷款再贴现原有存

量额度，用好用足专用额度，为金融机构支
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低成本、普惠性
资金。至今，银行机构使用再贷款再贴现
专用额度发放贷款39.8亿元，加权平均利
率3.89%，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战疫芙蓉人才贷”专属融资服务
加快推进。统计显示，金融机构已发放
该项贷款 21 笔，合计金额 1 亿元，加权
平均利率3.53%。

▲ ▲（紧接1版②）如，医用防护服、医用
及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等重要医
用物资；帐篷、棉被等救灾物资；粮食、
食用油、“菜篮子”产品等重要生活必需
品；蔬菜种苗、仔畜雏禽、化肥、种子、农
药等农用物资。

根据“政策普惠”“应保尽保”的原
则，并考虑到还有少量符合条件的企业
未及时申报，省发改委近日启动了第二
批“名单”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
截止日期4月3日前抓紧申报。

▲ ▲（紧接1版③）结合湘江新区实践，完
善物联网联汽车管理细则，开展5G网联
自动驾驶试验，扩大株洲中车时代5G新
能源汽车的产能与市场等。

视频文创、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
慧城市等领域纷纷抢滩布局5G应用，也
印证了这一观点。一批特色鲜明的“5G
作品”，在湖南层出不穷。

位于湘江新区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测试区，正在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
下加紧复工，这是国内测试区中模拟场景
类型最丰富、测试道路总里程最长、5G覆
盖范围最广的测试区；中联重科与中国移
动5G联合创新中心湖南实验室已正式挂
牌成立，双方将组建团队，促进工程机械
与5G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

邓子纲表示，当前，要根据中央加快
“新基建”的指示精神，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来推进我省产业的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
板，加大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铁
塔建设推进5G网络布局，推进数据中心
等“新基建”进度。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布局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尽快实现
全省所有市州开通高铁。

“5G是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将为经济转型、社会进
步、民生改善带来更多更深刻的变化，也期待
更多的5G科技成果惠及全民。”邓子纲说。

▲ ▲（上接1版④）
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离不开

教师队伍这一“灵魂”。曾是深度
贫困县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泸溪县，近年来缩紧钱袋子，
从有限资金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让老师能留在乡村，让孩子能就近
上学，让教育能良性运转。

留住老师就留住了灵魂

泸溪县位于湖南湘西东南部，
辖 11 个乡镇、147 个村，于今年 2
月脱贫摘帽。和不少农村地区一
样，这里也曾遭遇教师组团外流、
学生随家长走的教育困境。

为了培育和留住教师，近年泸
溪县从社会尊重和待遇保障两方
面提升教师队伍获得感。

“每年年初，县委常委会扩大
会都在教育局或学校召开，研究全
年教育工作；每年全县的教师表彰
大会上，教师披戴红花唱主角，全
县人民都向他们致敬。”泸溪县委
书记杜晓勇说，对教育工作和教师
群体“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全县
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泸溪县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
建设教师公租房，解决教师住房困
难。谭子好说，为了引导教师资源
下沉农村，乡镇和乡村教师每人每
月分别享受 600 元、1400 元两档
津贴，县里每年将 80%的评优评
奖、职称指标分配到农村学校。

除了一批和戴发一样的年轻
教师回到泸溪，大量教师一直扎根
在这里。

“幸福”是泸溪县合水镇登云
寨教学点老师杨文清给自己贴上的
标签。自 2010 年起，杨文清守着
这个教学点已有十年，这里有15个
学前班学生、3个一年级学生和4个
二年级学生，只有她1名教师。

“我的学校虽远，但学生们的
成绩从来没有低于80分。这是我
最大的骄傲。”2018 年，杨文清获
得了“湘西州优秀教师”荣誉。坚
守在山村中的她，从未被忽视，每
年教师节都会收到来自县教育部
门的表彰和慰问，以及她身边孩子

们最朴素的祝福。

“只要有一个学生，
就有老师在那里”

泸溪县是隔山跑死马的山区
县，在保留乡村教学点的同时，采
取支教、结对帮扶引导教师下乡等
举措，办好家门口的教育。

对教学点的安排，泸溪县注重
学校资源合理布局，不搞一刀切。
在人口相对集中的行政村设置小
学，在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的地方保留或设置教学点。

目前，泸溪县5个学生以下和
只有 1 名教师的乡村教学点分别
达到85个、54个，确保农村小学一
至三年级就近走读上学。“全县
147个村，有138个教学点，几乎遍
布每个村。只要有一个学生，就有
老师在那里。”谭子好说。

泸溪县同时探索建立城乡学
校结对帮扶机制，实现全县教育资
源共享。每所城镇优质校对口帮
扶 1 至 2 所农村薄弱校，以 5 年为
一个周期，实行工作目标同步、领
导责任同步、工作职责同步、考核
奖罚同步。目前泸溪县城、乡、村
学校共结成125个帮扶对子，2000
多名教师深度参与。

“城区的思源学校每个月一次
送教下乡，比如我们数学科目薄
弱，就派老师过来上课。我们的老
师也轮流到思源学校跟班学习，基
本上每周一次。”位于农村的解放
岩学校校长李绍辉说。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双
亲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占比 49.5%
的情况，泸溪县建立留守儿童成长
档案、爱心之家、农村学校少年宫
等，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和
服务管理，连续 10 年全县在校学
生刑事犯罪率为零。

泸溪县县长向恒林说，这些举
措带来教师队伍和生源双回流，吸
引了一大批教师甚至“211”“985”
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投身农村教育，
同时随父母外出务工就读的生源
也回到本县上学。近三年，泸溪县
户籍返乡就读学生达756人，外县

户籍转入泸溪就读达657人。

算好各笔教育“小账”

虽然财力薄弱，但泸溪县通过
算好财政投入和群众家庭支出两
笔“小账”，稳住了教师队伍，留住
了生源，促进了城、乡教育和普通、
职业教育“两个均衡”，推动教育事
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第一笔账是财政投入“小账”，
起到四两拨千斤效果。泸溪县坚
持以公办、公益、公民享有为主要
方向，从 2012 年至 2018 年，全县
共投入建设资金2276.09万元、项
目 147 个，涉及片村小及教学点
133 所，完善农村教育布局；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别拿出 330 万元、
560万元、670万元、580万元奖励
优秀教师及重教功臣等。

第二笔账是群众家庭支出“小
账”，为群众明显减负。以兴隆场镇
中学为例，去年学生数量增加了
150人左右。而往年这150个生源
中，有 40 人随务工父母在县外就
读，人年均教育及相关开支近3万
元；还有110人在县城就读，人年均
开支在1.5万元左右。泸溪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尚远道说：“通过做
强县域教育，吸引这部分生源回流，
为兴隆场群众减负近300万元。”

同时，一大批教师队伍踊跃投
入农村偏远山区教育事业，稳定了
生源，提升了教学质量。去年秋，
泸溪县小学、初中、高中巩固率分
别为100%、99.5%、98.64%。去年
高考成绩更创历史纪录，全县一本
上线 244 人，二本以上上线 538
人，600分以上39人。

另一方面，向恒林说，“全县一
般只有三分之一生源能考上高中。
从前不重视职业中学，一些学生初
中毕业后没有任何技能就直接踏进
社会，实际上就放弃了三分之二的
孩子。”近年来，泸溪高度重视县职
业教育，先后向各方企业输送职校
毕业生2000多人，就业率达100%，
学生对口满意就业率达95%以上，
毕业生人均月工资达4000元以上。

“考出去一个大学生，就改变
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命运；增加一个
就业青年，贫困家庭就多一笔稳定
收入。”杜晓勇说，知识能改变命
运，教育能阻断代际贫困。

穷县富教育的泸溪样本

菜葛基地春管忙
3月29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

乡菜葛种植基地，葛农在对葛苗进行管
理。菜葛种植是武陵源区旅游扶贫的产
业示范项目，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通
过发展规模化菜葛种植及深加工产业，
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吴勇兵 摄

配网整治
3月28日，永顺县

塔卧镇三家田村，电力
施工人员在安装分段
断路器，以提高自来水
厂的供电可靠性。近
日，国网湘西供电公司
开展专项行动，全力提
升配电网建设、运维、
管理，让广大人民群众
更好地用电。

刘文化 符蓉国
摄影报道

▲ ▲（上接1版⑤）
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长沙银行坚定

“做湖南人的主办银行”战略定位。2019
年，该行各项存款份额从上一年的 7.6%提
升至 8.2%，贷款份额从 5.2%提升至 5.6%；
继续深耕地方经济，累计支持地方重点项
目 168 个，信贷投放超过 350 亿元；积极拓

展县域市场，新签约 3148 家农村金融服务
站，普惠型三农贷款完成年度新增计划的
174.34%；与湖南产业布局深度对接，围绕
湖南 20 条、长沙 22 条本土优势产业链和
144 个园区(片区)，搭建了工程机械等产业
链平台、核心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智慧园
区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