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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卓萌

通讯员 曾敏

常德市城区的东北角，杭瑞高速与二广高速在

太阳山下交会，分别向西、南延伸，与长张高速相

接。被 2 条高速、3 个高速路口半包围的广阔水面，就

是“中国城市第一湖”柳叶湖。

青山绿水，托起文旅康养胜地

5 月 28 日，记者从杭瑞高速太阳山出口出发，沿

朗州路行驶不到 2 公里，抵达柳叶湖西北沿岸。湖畔

典雅的大堂、近 1000 平方米的草坪、敞亮的全玻璃

礼堂厅，引人注目。这是柳叶湖去年签约的“婚庆+

旅游”新项目——造梦师艺术中心。中心 5 月初试营

业以来，已举办常德首届国际婚纱展，举行了 3 场婚

礼，承接了好几场私人宴会、团队活动。每天有不少

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运营总监申贞艳介绍，团队考察选址时，跑了

好几个城市，直到看到柳叶湖，第一眼就爱上了她。

“现在许多年轻人选择三亚、大理等地举办‘目

的地婚礼’。柳叶湖也有大面积清澈水域、精巧漂亮

的建筑群，也能成为省内有名的婚礼目的地。”申贞

艳满心期许。

距离造梦师艺术中心不远，坐落着养老机构福

寿颐康园，500 余名老人在这里颐养天年。

79岁的邓秀梅告诉记者，自己老家在安乡，儿孙

长居上海。在这里，她每天唱唱歌、打打麻将、看看风

景，生活充满乐趣。逢年过节，后辈们自驾回乡，第一站

就是来柳叶湖接她。“这里离高速近，回老家不到一个

小时，很方便！”邓秀梅说。

风光秀美、交通便利，山、水、田园、城市融为一

体，使得柳叶湖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福地”。福

寿颐康园运营总监钦佐芬介绍，2017 年开园以来，

入住老人对周边环境、园区服务都很满意。现在，

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加强功能分区，提升老人幸

福感。

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倚仗这一湖清波碧澜。

上世纪末，因过度投肥养殖、工程建设、乱排乱放，

柳叶湖水质受到污染，发展严重受阻。近年来，柳叶

湖旅游度假区进行全流域治理，按照全域旅游概念

打造螺湾观鸟、柳湖沙月等生态景观，推出河街、太

阳山森林公园等旅游产品。现在，柳叶湖水质长期

保持Ⅲ类。

“旅游+”，孕育未来无限可能

站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新起点上，柳叶湖旅

游度假区不再囿于“观光赏景”，而是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和区位优势，牵住项目牛鼻子，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环湖一带，不仅是风光带，也是产业

带、经济带。“城中大海”，蕴藏发展“蓝海”。

今年，柳叶湖重点打造金融和科创、文旅会展、

现代农业、生命健康、数字创意 5 条优势产业链。按

照“一位区领导、一个牵头单位、一套工作班子、一

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模式，推进各条产业链

发展。环湖而行，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柳叶湖国际会展中心建设工地，展厅部分基土

处理搅拌桩已全部完成，会议部分基坑土方已完成

绝大部分，明年年底将完成室内外装饰；依托刘禹

锡历史文化 IP 打造的大唐司马城，商家陆续入驻，

今年 4月柳城行宫酒店签约落户，总投资约 1.3亿元；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以优雅的办公环境、多元化优惠

政策、“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吸引 95家金融机构落户，

资金管理规模达251.02亿元……

新兴产业项目纷至沓来，旅游产业不断升级。

走进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智慧旅游指挥中心，只见大

屏幕上实时滚动景区游客人数、游客归属地、年龄

分布、性别占比等数据。

智慧旅游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项目于

2019 年启动建设，采用前沿技术，建有大数据分析、

自助查询、游客满意度调查等多个系统。“目前，系

统还在进一步优化，力求数据更加精准。我们希望，

利用智慧旅游项目，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充分挖掘

数据价值，通过对游客精准画像，发现游客需求，谋

划活动、精准推送，为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亚新

“龙牌酱油至今仍保留着传统酿晒工

艺，经 8 个月发酵，再经历 22 道工序，时光

的味道由此沉淀，造就了酱香、豉香浓郁

的独特风味……”

5 月 31 日，天气晴好，沿着传统酿晒工

艺的大缸，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

峥嵘详细介绍着龙牌酱油的传统生产工艺。

与一排排传统酿晒大缸形成鲜明的

对比的，是其身后矗立着的一栋栋现代化

生产厂房。这也正是汪峥嵘带领龙牌酱油

走向复兴的写照。

龙牌酱油是湖南久负盛名的中华老

字号产品。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乾隆年

间，至今已有 280 年。

上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 ，受 各 种 因 素 影

响，龙牌酱油逐渐“失势”，甚至一度陷入

发展困境。

2019年 5月，龙牌酱油实施国企混合所

有制改革。原是长沙一知名连锁餐饮企业老

板的汪峥嵘，跨界成为龙牌新任掌门人。

“立足于湘菜去做调味品，让老字号

成为湘菜腾飞的得力助手。”从“厨娘”到

“酱油妹”，入主龙牌后，汪峥嵘结合自己

在餐饮行业的经验，积极改善经营思路，

深化产业布局。

“首先进行专业化分工，打造以技术

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团队。”如酿制

酱油一般，汪峥嵘从点滴细处着手：对工

厂整体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从餐饮、调味

品行业头部企业引进高端人才，组建专业

技术研发团队、销售团队，提升员工精气

神、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调味品生产企业来说，最关键的

是，要用产品‘抓住’顾客的胃。”但高品质

的产品该如何锻造？

“技改！”汪峥嵘给出关键词：技改推

动产业升级。

据介绍，目前龙牌食品已经进行了 72

项技改。通过现代新技术的应用，龙牌食

品提高酱油中呈鲜物质的含量，降低食盐

浓度，提升酱油产品的品质。

今年 5 月中旬，龙牌与中南林科大合

作建立的首个博士工作站正式揭牌，双方

将开展系列研究。

以老牌产品为核心，打造适应新时代

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的系列产品。在汪峥

嵘的带领下，龙牌食品从原来单一的酱油

延展到老抽、生抽、料酒、蚝油、醋五大品

类，形成了系列化的调味品。

得益于“多条腿走路”，龙牌食品快速

走出了困境，不断创造好成绩。数据显示，

2019 年以来，龙牌招牌酱油产品销量保持

60%以上的增速，新开发产品 90 余种，拥有

专利 20 项。

“复兴龙牌酱油，让更多湖南人感受

到龙牌就在你身边。”汪峥嵘表示，将通过

技术升级创新，持续推动龙牌食品由传统

制造企业向“智造企业”转型，助推培育湖

南调味品千亿产业。

金中基

难得几个好天气，外出走走透透气，但见长沙街

头又摆上了共享电单车。

顺便试骑一下，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一些新的

变化，颇为新奇又很受用。

共享电单车挂上了“长沙 G”专段号牌，特别是

人脸识别、智能头盔，提升了使用管理功能。过去，

共享电单车满街道跑，但没有配备安全头盔，骑行

者也不便自己提个头盔，给安全留下很大隐患，因

此总是提心吊胆。现在，不佩戴头盔还不行。骑车首

先要解锁扫码进行人脸识别，尔后需拿起头盔使

用，否则将无法启动。“上新”这些功能，也利于管

理。对违停乱放、违反交通规则行驶及其安全者，将

通过智能化管理依法依规处理。

于广大市民而言，感触最深的是，昔日共享电

单车满街堆积、杂乱无序停放的现象不见了，换之

而来的是整整齐齐、规范有序。

可以说，共享电单车管理这个令人头痛的事

情，到今天终于可以舒了一口气。

共享电单车是个好东西，曾是许多长沙市民出

行的首选，但它又非常难管理。有的甚至挤占了人

行道、机动车道。本是方便出行，结果又带来诸多麻

烦。故而人们对此又爱又嫌。

长沙共享电单车之多，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

最多时达 40万辆，遍布大街小巷。半年前，长沙有关部

门约谈共享出行企业，痛下决心整治，当时引起了很大

舆论风波。今年 5月，整治后的首批 5万辆共享电单车

投放市场，哈啰、美团、青桔为配额前三名。

当前这种规范有序的景象，确实来之不易，须倍

加珍惜。当然，长沙共享电单车目前投放的数量，与

市民出行的实际需求尚有一定距离。我们相信，随着

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这个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长沙共享电单车的良性回归，给我们以深刻的

启迪。只要是百姓关心的事，无论怎么难都要尽心

尽力办好，而不是放任自流或简单管死。在经历了

野蛮生长、盲目投放的初级阶段，共享单车行业发

展必须回归理性，融入城市公共交通生态，与城市

一同成长，让美好出行成为一种常态。

湘经评 共享电单车的回归

被2条高速、3个高速路口半包围的柳叶湖，依托青山绿水，打造5条优势产业链——

“城中大海”，发展“蓝海”

常德市柳叶湖畔，汉唐建筑风格的大唐司马城依水而立。 卜云 摄

“酱人匠心”复兴百年老字号
——记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峥嵘

民营经济看湖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彭可心

5 月 30 日，三一重工上海临港产业园

内，机器轰鸣，生产紧张有序。一台台挖掘

机排队下线，将经由港口发往世界各地。

去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持续

回暖，三一重工挖掘机势头正劲。

根 据 全 球 权 威 调 研 机 构 Off-High-

way Research 数 据 ，2020 年 ，三 一 共 销 售

98705 台挖掘机，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 15%

的份额，首夺全球销量冠军。

近 20年时间，三一从零出发，一步步走

向“世界冠军”。现在，它正昂首挺胸，走上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创新积蓄力量，带来可持续
竞争优势

5 月 31 日，三一在昆山推出了新一代

SY375IDS 智能挖掘机。

三一重机副总工程师兼大挖研究院院

长曹东辉形容：“就像开了一台自动挡的

车。”他介绍，每一斗有多重、一天挖了多少

斗，智能挖掘机会自动采集各种运行数据，

以此识别用户的习惯、常见工况等。

目前，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竞

争的主赛道，这也是工程机械行业势不可

挡的趋势。

2008 年，三一重工自主研发出中国第

一台“200 吨级液压履带式挖掘机”和中国

第一台“正流量液压挖掘机”；2011 年，三

一重工以 12.3%的市场占有率，首夺挖掘

机全国销量冠军。

创新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激发了三一

成为“世界品牌”的决心。

2007 年三一挖掘机仅销售 1600 台，但

自主创新带来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扭转了

战况。

2018 年，三一挖掘机销售 4.9 万台，在

挖掘机核心控制器、泵阀马达等关重件领

域也不再受制于人；2019年，三一挖掘机销

售 6.2万台，全球第二；2020年，三一挖掘机

全球总销售达到 9.8 万余台，首次成为全球

年度销量第一。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在城市、在农村、

在工厂、在矿山，曾经全是进口设备的山

河角落，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的三一挖

掘机挥舞大臂，成为自主品牌崛起最清晰

的印证。

据数据显示，2020 年，三一实现营收

1368 亿元，取得了历史最好业绩。今年一

季度，三一业绩再创新高；5 月又跻身全球

企业 500 强。

工程机械行业趋势是电动化、
智能化

踏进三一重工上海临港产业园，放眼

望去，几百台机器人各司其职，忙着切割、

焊接、涂装或者涂胶等工作，个个都是“以

一当五”的好手。

吕建东在为挖掘机装配履带，即便工位

上仅他一人，也丝毫不见他慌乱。他所需要的

部件，会采用全自动立体式配送方式送达，

AGV小车、转线机械手、机器人打胶机、自动

拧紧设备等自动化设备遍布每道工序。

这个挖掘机研发制造基地，有两条独立

的生产线，采用全球首创的物联网技术构建

的生产管理系统，全数字化、信息化，把生产

环节过程中的人员、物料、生产计划、生产数

据等联系起来并进行实时跟踪。

三一重机中挖公司总经理胡奇介绍，

在这种高自动化程度的生产情况下，临港

产业园平均每 5 分钟即可生产一台挖掘

机，年产能达 4 万台。

早在 2008 年，数字化已在三一工厂中

初见端倪。三一重工第一批 4台焊接机器人

和 2台切割机器人应用成功，之后开始大规

模在三一重工推广，机器人成为工人们习以

为常的“好工友”。

机器人的率先使用、大规模使用，已

能窥得三一重工智能制造的雏形。

不需要遥控，就能实现自主挖沟、甩

方、装车等作业，2018 年上海宝马展上，一

台三一自主研发的 SY365 人工智能挖掘机

惊艳亮相；

由三一、华为等联合打造的全球第一

台 5G 遥控挖掘机，出现在 2019 年举行的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全球行业第一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

“批量化生产”的纯电动挖掘机 SY16E，于

2020 年在三一下线。

目前，三一正在全国多地同步推进 46

个“灯塔工厂”或智能产线项目，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5 月 28 日，在湖南省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会议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三

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三一将把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助力湖南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作为谋划和推动三一发展的大前提、大

逻 辑 ，充 分 发 挥 先 进 制 造 业 龙 头 企 业 优

势，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跑，做创新转

型发展先锋。

拥抱数字化技术，开拓智能化应用。

三一正以“拓荒牛”的开拓精神，抢占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拥抱数字化技术，开拓智能化应用——

三一走向高质量新赛道

沿着高速看湖南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主持人，登上央视舞台”
——记2021年“新时代湖南好少年”、邵阳市大祥区百春园小学学生刘昊霖

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胡晓建

5 月 31 日，邵阳市大祥区百春园小学操场上，同

学们期待已久的“六一”庆祝大会火热举行。担任此

次活动主持人之一的三年级学生刘昊霖，虽然感冒

了，但依旧声音洪亮、声情并茂。

今年9岁的刘昊霖，6岁时开始学习播音主持。2年

多来，参加主持、朗诵、演讲等各类比赛，获得20多个奖

项。他是邵阳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实践基地特约

小解说员，也是该市大型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的领诵，

还是当地电视台小主持人，主持过2届少儿春晚。因品学兼

优、全面发展，他被评为2021年“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刘昊霖父亲刘西苑说，6 岁前，孩子很“宅”，胆

子小不愿和别人交流，送他学习播音主持只是让他

练胆子。起初，他还有些排斥，一段时间后，他开始

对着镜子练播音，性格也变得开朗。

刘昊霖在播音、朗诵方面展现出特有的天赋。

学习播音主持半年后，他便参加“阅读邵阳”朗诵比

赛，面对台下千名观众，他镇定自若，最终获得全市

二等奖。去年 4 月，刘昊霖参加邵阳市中小学“清明

祭英烈”线上演讲比赛，获得特等奖。赛后，评委老

师特意找到刘昊霖的校领导，称赞其音色好、演讲

有技巧，是一块“好料子”，可以好好培养。

因表现出色，刘昊霖在二年级时被破格选为学

校少先大队部主持人，负责主持学校活动、周例会

等，后又被邵阳电视台选为《新闻童播》《嘿，宝贝》

栏目特约主持人。去年第六届全国“曹灿杯”朗诵大

赛，刘昊霖一路过关斩将，跻身省总决赛，斩获银

奖。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认为还可以更好，

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激励自己。

去年 9 月 29 日，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蔡

锷故里文化博览园开园。在开园的前两天，刘昊霖

接到“在开园节目中当领诵”的通知。刘昊霖仅花 1天

时间将文稿熟背，正式上场时在“C 位”领诵。

“刘昊霖虽然参加了很多比赛，但在学习上一

点也没放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被评

为‘三好学生’。他还乐于助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百春园小学校长夏永红介绍。

“我的偶像是中央电视台主播康辉，他不仅人

长得帅，而且多才多艺。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主持

人，登上央视舞台。”刘昊霖兴奋地向记者说。

2020 年 9 月 29 日，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开园，

刘昊霖在开园仪式现场领诵。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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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晗）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网站日

前发布《湖南湘江新区“十四五”发展总体

规划》。“十四五”期间，该区将规划实施重

大项目 605 个、计划总投资 7469 亿元，涉及

科 技 创 新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设 施 、生 态 环

保、社会民生等领域。

未来 5 年，湘江新区将突出“一城五基

地、五区五小镇”建设重点，基本建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品质新区、前沿创新新

区、高端产业新区、开放活力新区，力争综

合实力进入国家级新区先进行列。

在 大 王 山 片 区 南 部 ，长 株 潭 一 体 化

2021 年标志性工程——湘江融城科技小

镇即将启动建设，未来将建成聚焦科技与

数 字 产 业 的 滨 水 宜 居 小 镇 。“ 十 四 五 ”期

间，湘江新区将构建“一核、一副、三轴、多

点”新型城镇建设格局，力争到 2025 年，经

济腹地延伸至 2000 平方公里，规划区人口

容量达 220 万人。

今年初，湘江新区本土企业汇思光电

研制的全球首例可实用硅基外延量子点激

光器，入选我省 2021年十大技术攻关项目。

“十四五”时期，湘江新区将高水平建设岳

麓山大学科技城，推进五大科创基地建设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创新主体增量

提质，全面优化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重要战略支点。

湘江新区发布“十四五”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