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加速落地

产业剑指千亿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航
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总体仍呈现了逆势上
扬的态势。1-9月，产业链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75.37 亿元，同比增长 17%，实现税收 1.98 亿
元，同比增长 12%，全产业链今年总产值有望
突破100亿元。

长沙市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已初步形成了
芯片-模块-板卡-地图-终端及系统集成应用
与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构筑了完整的产
业链生态体系。2019 年实现规模产值 19.93
亿元，同比增长37.8%。长沙市在北斗导航的
若干细分领域已形成了领跑中部地区的产业
优势。

北斗产业是长沙高新区的支柱产业，湖南
80%、长沙90%以上从事北斗导航产业的企业
聚集长沙高新区。

数字背后，是长沙市、长沙高新区在政策、
布局、重大项目等多方面走在前面。

政策保障方面，长沙出台《长沙市关于深
化北斗应用的若干政策》，将每年设立1亿元北
斗应用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北斗在智能网联汽
车、地理信息两个领域的应用示范、市场拓展、
研发创新和平台建设。

产业布局方面，长沙市基本形成了以“长
沙创建北斗产业示范园区”为目标，以长沙高
新区为核心，天心经开区、开福区均衡分布的
产业发展布局。长沙高新区作为长沙北斗产
业的核心集聚区，致力于打造特色鲜明、引领
示范作用显著、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专业特色
类北斗产业示范园区。

招智引才方面，打造由长沙市北斗导航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

研究院等七家单位
共同发起的“北斗
天衡智库”；建设北斗导航产业
园，聚集吸引大量的企业、人才
来高新区创新创业，在高新区入选人才计划的
军校退役人才 154 人，累计资助资金 4859 万
元；开展北斗应用重点任务“揭榜”工作，征集
并遴选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较强创新
能力的单位集中攻关，并给予单个项目最高不
超过500万元的补贴。

平台建设方面，建设了国内首个导航信息
安全领域创新平台——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
研究院；设立了国内唯一经认证的军民两用北
斗检测中心——北斗卫星导航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与国家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建设了无线电
产品检测公共服务中心、北斗开放实验室等公

共服务平台。
“我们明确将北斗卫星导航产业作为长沙

市航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重点发展方向，并
进一步明确了‘北斗’+智能驾驶、‘北斗’+地理
信息两大招商路线图。目前，长沙‘北斗+’产
业已基本覆盖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企业
数量过百。”长沙市航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
办公室副主任吴越介绍，随着“北斗三号基带
芯片”“低轨卫星导航增强验证系统”等一批

“高精尖”项目落户，一个以北斗应用为基础的
千亿产业集群，已然成为了长沙风头正劲的产
业明珠。

王 茜

6月23日上午9时43分，大雨过

后的西昌发射场云雾缭绕。“点火。”

伴随着口令，长征火箭托举着卫星缓

缓升空。

位于长沙高新区的长沙市北斗

导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工作

人员全都集中在屏幕前，眼睛一眨不

眨，直到现场宣布发射成功的消息

后，大家情不自禁欢呼起来。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

星成功发射。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比原

计划提前半年。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组网，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也将迎来历史

性机遇。长沙北斗企业在应用上‘抢

占先机’。”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长沙市航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链长

张智勇指出。

从衣、食、住、行到水、电、气、热，从农林渔业
到救灾减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社会生活
深度融入，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北斗+”已经成为势不可挡地发展潮流。
7月6日，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潘坪村雷家

山发生大型山体滑坡，滑坡量达300万立方米。
而在本次大型滑坡发生前，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
6户20人，实现了零伤亡。

湖南北斗微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斗微芯”）借助研发的北斗高精度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及时预警，将此次地质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北斗微芯运营总监龙鹏宇介绍，该系统可
实现毫米级定位精度，能实时获取隐患点坐标数
据，实现精准预警，目前已对全国200多个地质
灾害隐患点进行实时监测。目前，企业正在建设
的北斗微芯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达50亿元。

“我们瞄准车载领域的高精度定位细分市
场，让用户体验感更好，力求通过 3—5 年的打
磨，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在湖南北云科技有
限公司 CEO 向为看来，高精度定位产品市场将
伴随智能网联汽车的到来而爆发，目前，公司累
计为超过10万辆汽车装上了北斗高精度定位设
备。

据了解，A1系列高精度组合导航芯片模组
已于2019年底完成了，在2020年上半年，根据
客户反馈以及现场测试对产品不断地进行调试
工作。目前与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合作，产品性
能上可与国际同类先进产品媲美，在价格上只有
市场竞品的3%，产品已进入西班牙、德国等多个
国家的市场。

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一种授时系统，精度可达
纳秒级，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授时系统。以前，由
于城市遮挡环境下卫星信号微弱，北斗授时曾经
一度难以获得广泛应用。长沙天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单庆晓博士研制了国内首个消费
应用行业的北斗授时模块和系统，解决了北斗授
时产品价格昂贵、难以走入民用的瓶颈技术。

该北斗授时模块已应用于国家高速公路
ETC收费系统，并进入到各地智慧交通、智慧城
市建设当中；截至今年5月，累计有上万台长沙
产北斗授时设备应用于全国上千个胸痛中心建
设，为成千上万的医疗工作者和患者提供统一时
间，为及时挽救患者生命提供有力保障。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长沙北斗应用以及产
业发展都将迎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天上北斗“星图”已全，地上北斗星城呼之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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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6 北斗大厦吸
引了离合机器人等企
业入驻。

袁路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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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鸟瞰麓谷
长沙高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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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祁阳县白水镇竹山村山葱
茏，水碧绿，人欢笑，泼墨出美丽的新农村画
卷。

竹山村302户1150人，有62个姓。该
村先后被评为“全国综治维稳模范村”“全国
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去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2.5 万元。是什么让 62
姓村民拧成了一股绳，凝心聚力抓发展？

村支书谭宝联给出了答案：推动依法治
村，引导人人学法、守法、用法；加强民主管
理，实现村民参与村务管理。

竹山村坚持长期开展普法培训，并自筹
资金创办法制宣传长栏，让人人都成为“法

律明白人”。得知村里创办法制宣传长栏，
该村在外工作、经商人员和离退休干部、教
师等“新乡贤”，主动捐款捐物，谭林志、王雪
松等分别捐款1万元，法制宣传长栏很快建
成。

竹山村是祁剧的发源地，村民们张口就能
唱祁剧和祁阳小调。于是，他们创作了一首首
脍炙人口的祁阳小调，排练祁剧新剧目等。你
听，村文化广场上，大娘大嫂们唱得欢：“竹板
一打笑开颜，听我把法律来宣传，各位村民听
我说，法律为你保权益……”

每年评选“遵纪守法户”，形成示范带动
效应。村民王小军、王建平因建围墙发生争
执，两人不约而同请“遵纪守法户”王兴槐来
调解，王兴槐查看现场、解释法律条文，王小
军、王建平握手相和，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村民谭建新由衷地对记者说，村两委办
事“四议两公开”、坚持依法办事，给大家树
立了榜样。

今年，原来灌溉 4 组 200 多亩水田的
1100米水渠，需要维修和续建。7月8日，村
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提议；7月10日，村两
委干部会议商议通过；7月12日的党员大会
上，全体党员表决同意；然而，在7月16日的
村民代表大会上，村干部分别打电话征询不
在家村民的意见，得到同意的意见，现场村民
代表也认为工程要尽快开工,村民李金华却持
不同意见。他们没有蛮干，对他提出的疑问
一一解释和答复，李金华终于心服口服地投
了赞成票。

8月初，工程刚开工几天，在衡阳做生意
的李腊生，得知在实际施工中，为增加通水

量，要对经过他责任田的老水渠进行拓宽，这
将占用他的部分责任田。于是，他怒气冲冲
地从衡阳赶回来，冲着谭宝联说出难听的话。

谭宝联不急，等李腊生说完，诚恳地说：
“老弟，别急。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我都要依
法办事。”听到这，李腊生瞬间冷静下来。

讲事实，摆法律。李腊生终于明白了道
理，他再三对自己的冲动道歉。还当即自愿
为村里兴建公益事业捐款1万元。拓宽水渠
将占用他的6厘责任田，他表示不要分文赔
偿。

记者采访结束时，荣获第六届全国村歌
大赛优秀作品奖的《竹山村村歌》从“村村响”
喇叭传来：“美丽的竹山我的家乡……处处都
开满幸福的花朵……小康路上大步走……”

美丽竹山人心齐，未来大有可为。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曾祥
国）近日，常德市西湖管理区
纪委开展入村督查“回头看”，
针对部分村卫生室建设不完
善等问题，向区卫健局下达纪
律检查建议书，督促按期整
改。目前，该区20家村卫生室
均已完成标准化建设和设施
设备提档升级。今年来，常德
聚焦健康扶贫责任落实、政策
落地、制度落细，强化跟进监
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共查
处健康扶贫领域问题26个，处
理处分21人，以铁纪确保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据悉，常德市纪委监委
深入开展“一季一专题”集中
治理，围绕健康扶贫“三个一
批”行动推进不力、乡村两级
卫生医疗机构和队伍建设不
到位、贫困人口参保率不达
标等重点问题，制定责任清
单，压实职能部门主体责任，
将职能部门履职情况纳入全
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考

核重要内容。市扶贫办将贫
困人口慢性病签约服务全覆
盖，列为全市脱贫攻坚“十大
专项行动”之一，抓好突出问
题整改，确保问题清零。

通过全面自清自查，摸
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底数，
找准问题短板，制定精准到
人、到病的救治方案，实行挂
图作战。今年，常德市组织
6408名家庭医生签约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34.43 万 人 ，对
25371 名患大病者予以专项
救治，建设完善 1533 个行政
村卫生室。

为确保健康扶贫资金用
在刀刃上，全市今年共组织
开展多轮次健康扶贫检查，
督促整改问题324个，追缴资
金251万元。经督促整改，全
市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达标率达98.8%，大病集中救
治率达 99.92%，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在县域内住院，一律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
站式”即时结算。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刘美
玲）摆好三脚架，支稳手机，
扫描二维码进入直播间。12
月4日，在桃江县三堂街镇接
龙桥村，56 名党员参加线下
主题党日活动，50 余名流动
党员、周边群众借助“钉钉直
播”平台参加线上学习，通过
连麦互动、发送弹幕，直播间
里的主题党日活动备受党员
群众青睐。

该村共有党员122人，其
中流动党员 51 人。今年初，
因流动党员管理涣散、信访
矛盾多发、基础设施滞后，接
龙桥村党总支被认定为软弱
涣散党组织。县纪委监委作
为该村的党建扶贫联点村，
从狠抓常态化学习入手，通
过直播主题党日活动，发动
在外务工的流动党员参加线
上学习。

“年轻人喜欢赶时髦，把
‘三会一课’搬到网络上后，
政治学习成了习惯，党组织
凝聚力增强，党员面貌焕然
一新，流动党员即使身在千
里之外，也时刻关注家乡的
动态。”村党总支书记龙述飞
说。

今年3月以来，该村共在
网络上直播主题党日活动10
次，上党课9堂。以往党员战
斗力不强、流动党员找组织
难，如今结对帮扶、农村清洁
工程、禁捕退捕等工作，处处
有 老 党 员 、热 心 群 众 的 身
影。25名老党员还成了村里
矛盾信访处置工作小组的

“主心骨”，经常上门给反映
问题的群众做工作，协助村
委化解信访矛盾问题 47 个。
该村软弱涣散党组织摘牌群
众民主测评率达100%，12月
初已顺利摘牌。

62姓村民一家亲 常德：铁纪护航健康扶贫
追缴资金251万元，处理处分21人

直播主题党日活动
软弱涣散村展新颜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张璇 见习
记者 吴天琦 通讯员 罗平）12月8日，2020
岳阳市7大千亿产业·“12+1”产业链成果展示
会在该市文化艺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上，
岳阳原油商业储备基地等18个产业链项目现
场签约，总投资达196.1亿元；湖南理工学院
与电磁及磁力装备产业链等11个链校合作签
约，共促全市产业链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次展会活动以“集聚、融合、创新”为

主题，采取电子媒体、网络电子书、展板、宣
传片以及产品实物展等形式，共设置23块
展板，13 台电子触屏机、电子书以及石化、
食品等产业链的80余件产品，全面展示岳
阳市 7 大千亿产业·“12+1”产业链建设成
果，展现该市新兴优势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岳阳聚焦“12+1”新兴优势产业
链招商选资，加快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步伐，取
得阶段性成果。岳阳将在原有石油、食品两大

千亿产业基础上，致力打造电子信息、现代物
流、文化旅游3个千亿产业，预计2025年建成
4个千亿园区、7大千亿产业。

当天下午，展会现场还举行岳阳市新
兴优势产业链企业专场招聘会，来自湖南
理工学院、湖南石化职院、岳阳职业技术学
院、湖南工业技师学院近600名学生参加，
54 家企业收到学生简历近 300 份，达成初
步签约意向80多人。

湘企再创BIM技术
应用新领域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见习记者 刘奕
楠 通讯员 张广铭 黄思颖）近日，“优路杯”
全国BIM技术大赛落幕，中建不二幕墙装饰
有限公司联合湖南科技大学申报的“异形幕
墙的BIM全过程运用（重庆龙湖沙坪坝枢纽
工程）”BIM成果荣获装饰类金奖。

龙湖沙坪坝枢纽项目位于重庆市沙坪
坝区三峡广场旁，是全国唯一集高铁、地
铁、公交、出租车站等为一体的交通枢纽，
是亚洲最大的地下交通枢纽项目，国内首
个高轨融合的TOD项目。项目体量大，造
型复杂，双曲异形板块数量多，且与主体钢
结构专业配合度要求高，幕墙设计、加工、
施工难度大。

BIM技术应用贯穿于该项目幕墙施工
的投标、项目策划、深化设计、预制加工、施
工现场各个阶段。在设计阶段，辅助设计
师理解复杂的建筑结构, 加快了图纸的提
交速度；在协调阶段，通过提前进行碰撞检
查，发现并解决潜在的碰撞冲突，减少现场
返工情况；在加工阶段，协调完成的模型直
接用于加工建模或者创建加工图工作，节
省大量时间；在施工阶段，通过模型提取精
确数据，指导现场安装，提高现场安装的工
作效率。

“BIM 技术的应用将实现幕墙行业的
信息化、参数化、模块化、智能化。”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模型化设计交付是实现幕墙
行业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幕墙大量采
取工厂定制的生产方式，设计与制造紧密
结合，设计数据的无损传递、数字化自动加
工，提升建筑品质，降低工期，节约成本。

岳阳“12+1”产业链集体亮相
现场签约投资196.1亿元

消防竞技
12月 8日，消防指战员在

进行百米障碍救助操项目比
拼。8日至9日，湖南省消防救
援队伍怀化片区比武竞赛举
行，来自怀化、湘西、张家界、邵
阳、常德五个支队的指战员齐
聚一堂，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杨酉璐 罗旸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