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体育03 2020年12月27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蔡矜宜

真抓实干在湖南

龙腾岭上风云起
——看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本文图片均由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管委会提供）

何 骏 邢 玲

“一区多园”全年预计完成技

工贸总收入 749.6亿元，同比增长

12.7%，规模工业总产值635亿元，

同比增长 10.7%，规模工业增加值

141.6亿，同比增长7.9%；获湖南省

“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和“培育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奖”两项大奖

——这是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在

创建千亿产值国家级经开区的道

路上，蹄疾步稳的奋进之姿。

引领园区成为融入湖南自贸

区的桥头堡，对接一带一路、一带

一部、长江经济带的先行区与湖南

西线工业走廊先进制造业的新高

地，谋划“开放龙岭、制造高地”；以

5G+智能制造为核心，以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

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智能政务、智

能招商、智能物流等为载体的现代

化智慧园区建设步伐，打造“智慧

龙岭、创新之都”；以中交一公局、

客天下等项目为抓手，发展总部经

济，将龙岭打造成集生产、生活于

一体的绿色生态幸福新型城市，实

现“幸福龙岭、产业新城”——这是

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在迈向高质

量 发 展 新 征 程 中 ，铺 陈 在 龙 岭

28.34平方公里土地上起笔不凡的

发展长卷。

在益阳市赫山区委、区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

党工委、管委会一班人勠力同心谋

发展，带领全体园区人砥砺奋进绘

宏图。龙腾岭上，风云再起。

龙岭工业集中区“5G+电容器”智能制造创新孵化中心吸引不少观摩团

前来参观。

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优化营商环境
谋划“开放龙岭 制造高地”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
近年来，龙岭工业集中区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
号工程”，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
案》，落实联系重大项目服务重点企业
机制，开展“百企大走访”活动，强化督
查问效，落实一企一策，主动服务，对症
下药，以保姆式服务为园区企业积极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逐个破解企业转型升
级中的瓶颈。今年为 40 多家企业积极
申报项目资金3100多万元。

集中区还在推行“马上办、一网办、
就近办”和审批流程再造的基础上，通
过实行“三个一”(“一窗办理”“一套资
料”“只跑一次”)政务服务新模式，对首
批划转事项进行流程再造，减环节、减
材料、减时限，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
服务效能，推动项目快速落地。

亲商重商的开放环境，使龙岭成为
一方投资热土。在千帆竞发的全球产
业链赛场上，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打造
了具有龙岭特色的制造高地，“全国铝
电容器之都”“全国包装之乡”的品牌深
入人心。当前，全球每 100支铝电解电
容器，有 35 支是“益阳龙岭”制造；全球
80%的照明电器烙上了“益阳龙岭”的
印记；全国每 10 条塑编包装袋，就有 1

条产自龙岭。衡龙新区已集聚了江丰
电子、鼎一致远等一批新材料企业，正
打造全国一流先进材料生产基地，有望
成为智能化先进制造高地。

至目前，集中区已累计引进项目
305个，建成投产企业241家，其中规模
工业企业 162 家，上市公司投资控股项
目12个。入园企业拥有专利技术达700
项，湖南著名商标30个，中国驰名商标5
个，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突出创新崛起
打造“智慧龙岭 创新之都”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龙岭工业集中区始终坚持创新引

领，畅通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
链的链接，通过设立 1000 万元科技孵
化平台及创新奖励基金等方式，努力锻
造技术研发高地、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高
地、先进产业集聚高地，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的步伐。

创新之魂激励着高新技术企业更上
一层楼。2020年艾华集团获评“湖南省
省长质量奖”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今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税收过
亿元。艾华集团正携手华为，奋力跻身
全球第一的铝电容器制造商。华翔翔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为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已成为全球超级锂离子电池的创造者和
领导者，今年预计实现产值10亿元。目

前，园区已有艾华与汉森2家主板上市公
司，华翔与华慧已完成上市工作省级备
案，预计明年在龙岭仅仅1平方公里范围
内有望出现4家上市公司。

龙岭工业集中区在“5G+”集成赋
能上发力，勠力构建智慧新城。当前，
集中区正以“5G+”智能制造为核心，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等为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智能政务、智
能招商、智能物流等为载体的现代化
智慧园区建设步伐，助推园区产业转
型升级。其中智慧电子产业园现已入
驻 78 家企业，年产值超 200 亿元，正致
力打造国内一流的数字智慧园区和世
界级电子元器件、终端产品、智能装备
的研发与制造基地。仅“铝电解电容
器产业集群”就拥有规模以上电容器
制造企业 34 家，成为全国最大铝电解
电容器生产制造基地，占该行业全球
31%以上市场份额。

今年打造的“5G+电容器”智能制
造创新孵化中心，正朝科技创新要素资
源聚集、智能制造示范效果显著、服务
链条完整的国家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产业集群)示范平台迈进，并逐步建
成国家级电容器(电子元器件)监督检验
中心。该中心同时拥有赫山区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能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人才培训、项
目服务、电子商务等一站式服务。至目
前，已帮助近 30家企业获得湖南省“小
巨人企业”称号。

实现融合发展
建设“幸福龙岭 产业新城”

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龙岭工业集

中区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把
住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个
关键，以中交一公局、客天下、万洋众创等
项目为抓手，发展总部经济，更加注重园
区产业发展功能与城市多元功能的“融
合”，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
品质园区，打造产城融合的幸福龙岭。

这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
中交一公局作为“央企入湘”的重

点企业，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将在 30亿
元以上，利润 3 亿元以上，年税收 6000
万元以上，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
更将推动我省交通水利建设产业的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我省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客天下项目将形成宜居、休闲、智
慧的万人新城市风尚社区。项目商业
休闲发展带，针对拟入驻企业的多样化
需求，打造不同面积、高度、形式的商业
建筑组合，为益阳打造一个富有特质与
活力的商务娱乐社交新领地、悦享创意
文化和情景美学的品质生活示范区。

而龙岭工业集中区在东接东融“桥
头堡”衡龙新区布局的万洋众创城项目，
也是推动产城融合的重要一笔。项目按
照“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
互动”模式运营的制造业集聚平台，建成
后预计引进中小企业900余家，解决就业
3万人左右，实现工业产值超50亿元，年
创税超3亿元。万洋众创城不仅为中小
制造业企业提供了规范的生产场所和生
活配套，还重点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将引导中小制造业企
业进入现代产业园区，加快赫山区制造业
延链、补链、强链、建链进程，助力走上信
息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之路，推进与大
湾区现代产业协同发展，为赫山区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引擎、增添新动能。

产业发展壮实力，智能制造挖潜
力，产城融合增活力……一个功能定位
清晰、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龙岭工业集中
区发展新格局在逐步形成。对接省城
新地标和赫山发展新引擎的龙岭工业
集中区，正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追求
更大作为、更高质量，追梦“二次创业，
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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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管好“问题孩子”
两部重要法律这样修改

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
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修订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

这两部重要法律的修改包括：调整
刑事责任年龄、开展偏常行为分级干预
矫治、完善专门教育体系等方面，对社会
强烈关注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作出
回应，推动破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置
难”问题。

12至14岁未成年人故意
杀人等犯罪不再免刑责

修改前的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
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
多地发生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暴力
犯罪案件，社会各界对调整法定刑事责
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

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规
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特定

情形、特别程序”的前提下，12 至 14 周
岁未成年人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
表示，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严厉制裁社
会危害严重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既回应了社
会关切，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免于刑罚的未成年人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对那些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
予刑事处罚的孩子，新修订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规定，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
会评估同意后，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
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专门矫治教育的专门场所实行闭环管
理，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未成年
人的矫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未成
年人的教育工作。

还有一些“问题孩子”，家长管不了、
学校无力管，该如何矫治？

根据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

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可以

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
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
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对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的最佳处
理是教育，辅之以必要的惩戒和矫治，进
而挽救感化，而不是主要依靠惩罚。”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
茂说。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姚建龙表示，从“工读学校”到“专门学
校”是一种理念的变化，更突出教育的属
性和学校的特点。新修订的法律设置了
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衔接渠道，
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矫治教育。“普通学校
要更有担当，不能孩子有一点错就往专
门学校送。”

分级干预矫治未成年人
偏常行为

事前预防优于事后惩治。新修订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未成年人的偏常

行为划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等，
进行分级干预矫治。

对于未成年人吸烟、饮酒，多次旷
课、逃学等不良行为，法律要求，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及时制止并加
强管教，公安机关、村居委会应及时制止
并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学校
应对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学生采取
训导等教育管理措施。

严重不良行为则包括斗殴、吸毒、赌博
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违反刑法规
定但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免于刑事处
罚的行为。对于有人教唆、胁迫、引诱未成
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法律规定了监
护人、学校、村居委会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义
务。公安机关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
年人采取训诫、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责
令接受社会观护等矫治教育措施。

姚建龙表示，新修改的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更加清晰地界定了“不良行为”
的内涵和外延，完善了“严重不良行为”
的概念，分级更加科学，更有利于进一步
细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6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2021 年
3月5日在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审查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2020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1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日前
召开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
十七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的决定 （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于明年3月4日在北京
召开。会议还决定，明年3月1日至
2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为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作准备。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将于2021年3月5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4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最新
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约有 3 亿
人。记者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获悉，
我国将在基层大规模开展针对高血
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共管项
目，以全国或试点区域2019年数据为
基线，切实提高试点地区“三高”的管
理率、治疗率与控制率。

在 26 日召开的中国基层高血压
防控大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
胡盛寿院士说，60 年来，我国高血压
防控走过了从医院治疗到社区综合
干预、由控制并发症到控制危险因
素的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慢
性病防控迎来以基层为重点，以预
防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强调早期筛
查、早期发现，推进从疾病治疗向健
康管理转变。2019 年，我国启动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行动，“三高”作为最
主要的危险因素，其规范化管理对
建立中国特色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模式意义重大。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糖尿病患病率为 11.9%，高胆
固醇血症患病率为 8.2%，与 2015 年
发布结果相比均有所上升。

“我国高血压患者约有 3 亿人，
每年医疗费用达 318.9 亿元，其已成
为 我 国 人 群 因 病 致 死 、致 残 的 首
因。”胡盛寿说，目前我国“三高”知
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并不理想，特
别是基层防治水平低于城市，给我
国实现降低居民过早死亡率的目标
带来挑战。

“三高”共管项目负责人、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助理蔡军说，
项目试点着眼在区、县一级，将从乡镇
或街道有效管理“三高”患者5000例
以上，通过“一对一”规范化管理、开展
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和患者健康教
育等手段，预期覆盖20万左右的慢性
病患者群体，为未来建立完善政府、社
会和公众“三位一体”的全国性慢性病
防控体系打下基础。项目计划从2021
年1月开始试点，在2022年扩大到34
个试点区、县。

高血压患者约3亿人

我国启动大规模基层“三高”共管项目

2020年省“创业、创新”杯企业乒乓球赛开幕
湖南日报 12月 26 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2020湖南省“创业、创
新”杯企业乒乓球赛在长沙市雨花区
东山全民健身中心开幕，来自全省各
行各业的近 300 名选手将在这里展
开两天的角逐。

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乒
乓球协会、长沙市体育局承办，雨花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协办。比赛设国企

团体、民营团体和嘉宾双打三个组
别，参赛队由各企业法人亲自“挂帅”
参赛，与员工们同场竞技、共享全民
健身乐趣。

“今年，我们是上半年闲得发
慌，下半年忙得发晕。”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自 5 月份疫情缓解恢
复开放以来，东山全民健身中心
举办了羽毛球、气排球、乒乓球等

大小赛事活动近 50 场，后疫情时
代，老百姓锻炼身体的欲望明显
提升。

东山全民健身中心设有羽毛球、
气排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综合健
身等6个运动场馆，以及1个国民体
质监测服务中心、1个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是目前省内最大的民营资本建
设运营的全民健身中心。

湖南日报 12月 26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尹兴邦）今天，由省体
育局主办的“我要上全运”暨湖南省
第二届社区趣味运动会在长沙市启
动，本届社区趣味运动会将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全省 14 个
市州展开，设线上排位赛、全省总决
赛、特色活动三大板块内容。

2019年首届社区运动会在全省

吸引了1265个社区，6万余组家庭，近
18万人参赛，在全省产生广泛影响。为
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锻炼并踊
跃参赛，第二届社区趣味运动会还是
以趣味项目为载体，将在全省范围开
展线上排位赛，设团体组、家庭组、个
人组三大组别。参赛者可通过个人参
赛、家庭报名、同事组队、邻里抱团等
方式参与，并根据组别和项目区分，以

上传视频形式进行赛事评比。组委会
根据专业+热度两大维度进行视频筛
选及人气评选，最终选出地市代表队
参加全省总决赛。参赛者可以关注省
体育公共服务平台运动猿报名。

今天的启动现场设置了动感跳
绳、移形换位、蚂蚁过河等体验项目，
来自长沙各社区的近 300 名代表提
前“尝鲜”。

省第二届社区趣味运动会启动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长沙农商银行·2020长沙红色半
程马拉松赛在橘子洲鸣枪开跑，4500余
名跑者热情奔跑。本次红色半程马拉松
赛，也是今年长沙举行的规模最大、人数
最多的路跑赛事。

9时09分，身着红色参赛服的选手
冲出起点，犹如喷涌而出的红色火焰。
比赛中，选手们在橘子洲上你追我赶，
洋溢着蓬勃的激情。最终，半程男子冠
军由选手向清获得，成绩为1小时10分
51 秒。半程女子冠军得主是张妮，成绩
为1小时21分34秒。

组委会介绍，长沙红马已连续举办四
届，积极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融合，
已是长沙最有影响力的IP赛事之一。

本届赛事由长沙市体育局、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政府、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主办，
湖南新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4500余名跑者
“红”动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