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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5月29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指南》发
布，成为全国首个结合区域产业特色提
出5G工业应用场景的体系性文件。

近年来，以新技术引领，长沙经开
区发力智能制造，搭建了39个国家级创
新平台或项目。仅去年，就有12个国家
级的平台、项目被批准成立或认定,涵盖
工业互联网、双创孵化、绿色制造和网络
安全等制造环节，一个“星沙制造”背后
的国家级创新生态圈正在形成。

面向工业互联网，成体系
建设服务平台

“不同企业、行业、国家的标识编
码不相同，成为工业互联网互通的一
大障碍。”

长城金融综合管理部车玲玲介
绍，要赋予每一个产品、零部件、机器
设备唯一的“身份证”，并借助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系统，才能跨地域、跨行
业、跨企业的信息查询和共享。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就
是这个“身份证”。

在长沙经开区落户的国家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由长城金
融联合4家单位共同建设。

目前，该项目体系发布的口罩溯
源平台上线，用户扫描口罩的二维码，
就能追溯口罩生产线、产品、生产批

次、质检结果及生产日期等全部数据，
这是该标识解析体系首次在口罩产业
的应用。

“今后，电子信息行业的工业互联
网，都将通过我们的二级节点，联通到
国家的顶级节点。”车玲玲说。

园区山河智能的“基于高端装备
全生命周期与价值链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解决方案”项目则入选了国家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山河智能信息化部部长龙贞介
绍，公司正在搭建“祥云”工业互联网
平台，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赋能产品生命周期、服务
生命周期、工业现场及企业运营，实现
智能研发协同、生产过程优化、决策分
析、数据集成管理和应用优化。

一同入选的还有三一集团。其正
在推进的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综合防护
平台项目，涵盖数据安全系统、安全态
势感知平台、统一安全管理平台及安
全防护试验测试环境 4 大子任务，将
实现对工业企业 IT 资产、控制设备、
重要数据、安全设备的统一管理，实时
监测、告警、通报、处置各类安全事件。

脱胎大企业体系，支撑
双创孵化平台

在“双创”成风的今天，国家级企
业孵化器不少，但在长沙经开区，由大
企业建设平台和提供资源支撑孵化平
台的模式，却独具特色。

三一众创就是由三一集团搭建的
国家级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目前，累计入驻企业300余家。截至去
年底，培育新三板企业2家，高新技术
企业 24 家，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超1100件。

“产品优先用、项目优先投、资源
优先用。”三一集团副总经理、三一众
创总经理陆犇介绍三一众创生态时表
示：三一众创在产业协同上进行了探
索，入孵企业的产品，包括主机的零部
件等，能够进入采购体系的，三一会优
先采购使用；三一创投基金的投资计
划，会向入孵企业倾斜；三一的人脉资
源、政府资源等也可供入孵企业使用。

湖南兴众科技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案例。这家集液压阀块研发、生产、加
工和数控刀具销售、维修的公司，3年
前进入三一众创，目前已成为了三一
港机液压阀体的专门供应商。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刚开始，他们
生产的液压阀体满足三一标准的合格
率仅有 80%左右。在三一众创牵线搭
桥下，三一港机的研发人员来到公司
流水线上指导生产，现在公司产品合
格率已达99.9%。

聚焦绿色工业与网络
安全，力推特色平台

“产业发展增绿，企业内部带绿，
着力培育绿色工业。”长沙经开区也着
墨绿色发展平台。

园区的远大集团，不仅是国家绿
色工厂，还是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国家绿色产品设计企业。

“我们在生产制造环节，绿色化率
达到了93%。”

远大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
制造环节讲究绿色低碳，公司的产品
也很“绿色”。其洁净新风机获得国家
多项专利，寿命从行业平均的10年延
长到 40 年，过滤器的更换时间延长 1
至2年，最终达到99.9%过滤PM2.5。

此外，网络安全平台也在园区试
点探索。天河国云区块链项目入选了
工信部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名
录。

董事长谭林介绍，公司的区块链
安全监管平台项目，能自动监管网络

“公链”。对发生异常状态的“公链”预
警，并将信息推送相关部门。“目前，主
要是针对网络货币实施监控。”

此外，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和
园区联合发起成立的国内唯一一家区
块链行业的专业检验检测机构——区
块链安全技术检测中心也落户园区。
目前，中心已搭建起区块链安全监管、
区块链安全风险监控、国家互联网金
融风险分析技术三大平台。

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以这些国家级创新平台或项目
为支撑，加快完善园区企业自主创新
机制，构建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全面
支撑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

近年来，以新技术为引领，长沙经开区搭建了39个国家级创新平台或项目——

“星沙制造”:崛起国家级创新生态圈

6月3日 星期三 晴

胡老师哭了。作为我们专家组的“定
海神针”，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她毫无征兆
地哭了。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在驻地酒店
和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
进行了简短的视频连线会议。这支队伍的
队员，大部分来自我们相同的医院，是同
事、兄弟、朋友。当这些熟悉的面孔出现在
屏幕上，两边都沸腾了。戴着口罩，丝毫不
影响我们相互辨认。他们黑了，瘦了。

轮到专家组组长胡老师来给医疗队
指导。胡老师坐在电脑前，还没开口，眼圈
就红了，几度哽咽，哭了。离开电脑，胡老
师一直念叨：“这些人就像我的孩子，看着
他们，我忍不住。”

大家沉默了。队员们所在的中塞友

好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定点医
院，收治了大量确诊患者。在缺水缺电缺
物资的艰苦环境下，他们和当地的医护
工作者一起，身临一线参与救治，十分艰
辛与不易。

但他们是乐观的。他们一边创造条
件，竭尽所能救助患者；一边想方设法保
证自己的生活和安全。他们学会了理发，
学会了维修，学会了种植，学会了坚守。看
着他们的笑脸，我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今天，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会见专家
组时，称我们带来了希望之光。我想说，在塞
拉利昂的所有中国医疗队队员也是一道光，
他们都是传播中非友谊的最可爱使者。

作者为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
队员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 章迪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看着他们的笑脸,泪水流了下来

6月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会见
专家组后，给我们临时安排了一个明天接受
赤道几内亚电视台新冠科普专访的任务。

怎样讲？讲什么？晚上回到驻地，大家
热烈讨论起来。

来到赤道几内亚一周多了，我们大部分
时间是和当地卫生部门打交道，包括马拉博几
家医院，大家还没有将我们的中国经验（湖南
特色）分享给赤道几内亚的对口政府部门。今
天总算来了机会，尽管只有15分钟，而且还是
科普性质，我们都铆足了劲。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但似乎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彭玥老师说：“我们能不能从管理新冠
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两个方面入手呢？”

大家觉得似乎可行。但用什么样的方
式将中国经验的内容表述出来呢？大家又
陷入了讨论之中……

胡成平教授说：“还是请祝益民主任

来拍板吧！”
祝益民主任给我们分析了当地新冠肺

炎防控的不足，并据此给出6个方面的建
议，电视专访的内容从我们临行前准备的
抗击新冠疫情的“十大金句”入手。看着“十
大金句”，我突然发现：“四早”其实就可以
融入到新冠传染源的管理来讲。胡成平教
授认为：“‘四集中’等也可合并到传染源的
管理来讲。”

最后，胡成平教授和邓志红主任将“十
大金句”分类；治疗组和防控组讨论后列出
小标题发给综合组；经祝益民主任深思熟
虑后，专家组电视视频录播提纲定稿。

随后，胡成平教授和邓志红主任紧锣
密鼓地开始分头准备详细内容。

如何将抗击新冠肺炎的中国经验在
15 分钟内“科普”给赤道几内亚的老百
姓，估计她们这一夜无眠！

作者为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
队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 王文龙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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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非抗疫日记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近年来，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与
环境系统的破坏不断加剧，海洋环境
退化和生态破坏的速度加快，海洋生
物多样性以空前的速度消失，保护海
洋迫在眉睫。6月2日播出的《闪耀的
平凡》第 9 期节目《海洋义工》，围绕
环境保护的主题，讲述了海洋义工凯
蒂和杨旭聪组织群众保护家乡海洋
生态环境的故事。

被称为“中国香港后花园”的西
贡，曾经是风景如画的美丽渔村，湛蓝
的大海、浅白的沙滩、热闹的海鲜街，
每年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慕名前往。近
年来，西贡的海水开始被垃圾充斥着，
海滩上随处可见被人丢弃的塑料垃
圾。有这样一群海洋拾荒者，他们默默
清理附近海域的垃圾，一次清理一片
区域，已经坚持了好几年，环保志愿者
凯蒂就是这群志愿者的领头人。

凯蒂透露，曾经的潜水经历激发

了她想成为一名海洋保护者的渴望。
她说：“在泰国学潜水的时候，我发现
海洋世界真是丰富多彩，非常美好。
有一次我看到潜水教练在珊瑚上捡
垃圾，把它装进随身携带的袋子里，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教练看似不
经意的行为，深深烙在凯蒂的心里，
她决定行动起来，从徒步旅行捡垃圾
开始。

和朋友相约划皮划艇时她也不
忘准备袋子收集垃圾。每当成功清理
掉一个废弃的渔网，救助成功一只迷
路的螃蟹，凯蒂和朋友都会激动不
已。让更多的人关注海洋，保护海洋，
是凯蒂的心愿。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她到海滩捡垃圾逾160次，繁重的清
理工作让她身上多了很多伤口，但是
凯蒂说，她热爱海洋，为此她会一直
坚持做下去。

与西贡隔大鹏湾相望的深圳梅
沙海滩，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生物多
样性问题：珊瑚礁的消失。珊瑚礁支
撑着地球上最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
成千上万的海洋生物都依靠珊瑚礁
生存。但是由于海水污染、过度捕捞、
沿海开发和全球变暖等因素，世界各
地的珊瑚礁正在迅速消失。

在梅沙海滩，有一群海洋环保人
士正在尽其所能地保护和修复珊瑚
礁，杨旭聪就是当地海洋环境保护组
织队伍的发起人。杨旭聪天生爱玩，
冲浪、潜水、游泳、铁人三项，样样在
行，盐田区海洋生态环保服务中心也
是被他和梅沙本土青年“玩”出来的。

2012年，海洋环保义工队成立，
最初只是为了清理海洋垃圾，开始
进行珊瑚的种植来源于儿时的记
忆。作为梅沙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杨

旭聪从小与海为伴，喜欢潜水的他渐
渐发现珊瑚开始不见了，垃圾却越来
越多。于是，杨旭聪开始组织义工队
一起清理垃圾，保护现有的珊瑚，并
且进行人工珊瑚种植以促进生态加
快修复，目前杨旭聪已经带领团队累
积种植了 5000 多株珊瑚，存活率在
95%以上。

杨旭聪说：“其实我最终的目标
是希望能再次看到小时候的海洋环
境，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致力于
海洋环保、珊瑚普查、海上义务救援
和海洋文化推广，杨旭聪还曾被评为
2017 年十大“深圳好青年”，尽管离
自己的最终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他
会一直坚持下去，他认为这是向海洋
表达敬意的方式：“通过梅沙珊瑚这
张生态名片，让更多人去参与和促进
生态的修复。”

6月4日，长沙市开福区
苏圫垸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实现通水，进入调试运行阶
段。该污水处理厂位于开福区
楚家湖与捞刀河交汇处东南
角，其中一期工程日处理规模
为10万立方米，出水指标执
行湖南省地标一类水标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苏圫垸污水
处理厂一期
工程通水

瑶山粽叶飘香
6月4日，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大远村，瑶家阿妹在采摘粽叶。端午节临近，从事传

统手工制作香粽的瑶民开始上山采摘粽叶，制作清香可口的粽子。近年，该县香粽产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大批香粽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目前全县有手工粽子加工作坊320
家，从业人数1200人左右。 陈健林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6月3日，在《闪耀的平凡》播出
的第10期节目《“幽灵粒子”捕捉者》
中，外国嘉宾欧生·优丽来到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高能物理学
家王贻芳、曹俊、温良剑对话，认识让
中国粒子物理学研究走上世界舞台
背后的中坚力量。

所谓“幽灵粒子”，实际上就是中
微子。这种粒子个头小，不带电，可自
由穿过地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
作用，号称宇宙间的“隐身人”，就像
幽灵一样的存在，科学家们以“幽灵
粒子”来描述它。中微子是组成自然
界的一种基本粒子，在宇宙中广泛存
在。大多数粒子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
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太阳发
光、超新星爆发、宇宙射线、核反应堆
发电等。正因为中微子几乎不与其他
粒子相互作用，它们携带着关于恒
星、黑洞乃至整个宇宙的“核心秘
密”，吸引着好奇的人类，希望以此揭
开宇宙起源与演化的终极奥秘。

上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首次观

测到中微子的存在。在这个领域，中
国是后来者，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 年，以中科院院士王贻芳为代
表的中国团队，成为全球首个发现中
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科研团队，在
整个物理界引起轰动，成为世界中微
子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江门中微
子实验即将在2022年完成的探测器
建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复杂高能
物理实验装置，比目前最好的国际同
类装置大 20 倍，预计能将中微子振
荡参数的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

1984 年，从南京大学原子核物
理专业毕业的王贻芳收到通知——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准备挑
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前往欧洲参
与由他主持的 L3 实验。这是一个在
日内瓦进行的超大规模实验，研究方
向是宇宙的构造之谜。在那里，有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王贻芳
有幸参加这个实验，这段学习经历也

令他获益匪浅，为他日后从事高能物
理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01 年，王贻芳毅然决定回国
开启新征程。回国后，他四处奔走，在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附近建设探测实
验室。2012年，历时6年的大亚湾反
应堆中微子实验终于取得突破——
王贻芳团队宣布发现了中微子的第
三种振荡模式，并精确地测量到了其
振荡几率，成为中微子研究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美国《科学》杂志将之列入
2012 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王贻芳
及其团队获得多项重大荣誉，其中包
括被称为科学界“第一巨奖”的基础
物理学突破奖。去年，王贻芳又捧获
了 2019 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
奖”。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走到了世
界前列，王贻芳对世界的探索却从未
停止，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在中国建造
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

跟随王贻芳的脚步，一批科学家

正整装待发，致力于实现下一个科研
突破。与王贻芳一同工作多年的研究
员曹俊就是其中一员，如今他已是大
亚湾国际合作组联合发言人。能够参
与实验的设计和建造，曹俊倍感荣幸
和珍惜。在粒子物理学上的研究，为曹
俊赢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包括2012年
度“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杨振宁奖”、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坦
言，王贻芳擅长从未来的角度去看待
未来，对他的影响很大。

高能物理研究所吸引了许多年
轻的科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温良剑曾主动写信请求在王
贻芳身边学习。在他看来，王贻芳对
科研的要求很高，会激励学生提出自
己的想法，研究新事物。2016 年，温
良剑获得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
合会的粒子与场委员会（C11）青年
科学家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
中国大陆的粒子物理学家。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孟姣燕 通讯员 何洁）6月3日，湖南省互
联网文化旅游协会在长沙成立。

该协会成立旨在提高全省互联网文
化旅游技术的应用水平和服务质量，引导
行业健康转型升级，整合资源、提供信息，
加强区域、行业、企业之间以及“产、学、
研”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区域交流和有关
技术标准的研究，促进产业发展。协会将
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沟通作用，开展

我省互联网文化旅游企事业单位发展状
况调查与研究工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建言献策；组织实施行业培训，开展经营
者职业道德教育，指导会员守法文明经
营，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行业调研、
交流、咨询服务，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发
展与国内外相关组织的友好往来与合作
交流；提倡并引导夜经济健康消费；倡导
企业创新，通过虚拟现实结合、线上线下
互动，打造智能机器人管理体系。

湖南省互联网文化旅游协会成立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辉 田晶晶）湖南平江一家菜市
场的袁女士前不久突发高烧、咳嗽、呼吸
困难，随后还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症状，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采用“终极救命
神器”——ECMO（体外膜肺氧合）才挽回
性命，将于 6 月 5 日出院。原来袁女士是
患了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专家提醒：
家中养有鸟或家禽，一定要注意卫生，加
强防护。

鹦鹉热又称“鸟热”，是由鹦鹉热衣原
体感染引起。病原体主要寄生在鸟类、家
禽的组织、血、粪便甚至生活环境中。人类
感染鹦鹉热衣原体后，可引起类似流感的
全身症状如头痛、肌肉酸痛、高热、呼吸困
难等；重症者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包括

肺、肝、脾、肾脏及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多
器官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省人民医院急
诊医学科主任韩小彤教授介绍，自 2019
年底至今，该学科已收治4例并发多器官
功能衰竭的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
均已得到成功救治。韩小彤表示，体外膜
肺氧合（ECMO）是一种持续体外生命支
持手段，通过体外设备较长时间全部或部
分替代心肺功能，为心脏、肺部病变治愈
及功能恢复争取时间。这种危重患者如果
不上ECMO，生存几率几乎为零。

韩小彤提醒，除鹦鹉、八哥、信鸽等宠
物鸟外，鸡、鸭、鹅等家禽也是常见的鹦鹉
热传染源。如果家中有养鸟或家禽，一定
要注意卫生，加强防护。如出现不明原因
的发热、气促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平江一女士患了“鹦鹉热”，专家提醒——

饲养鸟类家禽要加强防护

“幽灵粒子”的中国捕捉者

守护海洋的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