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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茜 王文隆

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

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日前落下帷幕，浏阳市柏加中学 4 项发

明技术和产品斩获一金两银一铜。

这只是该校众多科技创新成果之一。在

学校荣誉室里，有 6个玻璃展柜，展示着学生

历年来创造发明所获得的 233本大大小小的

证书。

这所乡镇学校为何频出科学小达人？这

背后有什么“秘诀”？

柏加中学校长赵波介绍，作为浏阳唯一

的湖南省首批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和湖

南省首批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柏加中学

将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教育作为特色项目纳

入教育教学计划，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动手能力为核心，形成了良好的科学氛围和

创新基础。柏加是全国闻名的“花木之乡”，

学校针对这一产业特色，开设了《创新发明

在身边》《园林花卉》等校本课程。

“‘变向’和‘花洒’组合在一起，你会想到什

么”“如何才能让拉链不往下掉”……在柏加中

学创新课堂上，创新导师赵海洋一边展示着此

次获奖的作品，一边向学生抛出一个个“奇怪”的

问题。

柏加中学科技教师、高级教师、创新达

人……这些都是赵海洋的“头衔”。在柏加

中学，他的科技创新课广受学生追捧，赵紫

凝就是其“粉丝”之一。

赵紫凝发现，花农在给花木喷洒农药

时，喷雾器喷头经常堵塞，花农不得不使用

一段时间就手动清理。刘依凡也发现了相同

的问题，她们都向赵海洋说出了自己的想

法，受到他的肯定与鼓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赵海洋指导下，

她们合作提出“过滤式万向喷头”的创意，通

过不断探索、实验，花了两年时间，终于设计

出一种有防堵结构的万向喷头。

这款万向喷头防堵能力强，能避免内部

堆积杂质，同时可以进行长度调节，使用灵

活，增强了实用性。这一作品获得第二十五

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和宝武青少年专项

奖。

对于发明创造，赵紫凝说，她的灵感来

自日常生活，从细微处获得发明思路。此次

获得铜奖的“暗扣拉链”，就是在不经意间想

到的。她发现同学们在课间打闹时拉链很容

易滑动。于是，她开始琢磨解决方案，经数次

试验，终于发明“暗扣拉链”。

像赵紫凝这样的“创新之星”并不罕见。

全校先后有 379 人次学生在各类创新、创意

大赛上获奖，其中有 13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不少同学升入高中乃至大学后，在科创

领域崭露头角。

在鼓励“异想天开”的创新氛围中，学校

形成“人人参加创新实践，人人学会创新思

维”的局面。创新性学习更是排入学生日常

课表，每门学科每位教师都自觉培养学生的

探究精神，让创新扎根课堂。

生物老师柳丹在授课时，发现学生对于

尿液形成过程理解起来十分困难，网上有些

教具只能展示肾小囊过滤过程，但肾小管有

用成分重吸收这一过程无法展现。

柳丹带领学生经过近两个月摸索实验，

将大小不一、废弃的矿泉水瓶，颜色大小各

异的小球等，经过一番改造、拼装，变成了展

示尿液形成过程的教具。这个造价不到 10

元的“演示模型”，利用不同颜色和大小的圆

球展示尿液中的不同成分，通过双层可手动

调控大小的漏孔控制过程。“化静态为动态，

化平面为立体，化抽象为具体，让学生们直

观看到尿液形成动态过程。”柳丹介绍，该教

具获得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银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们的课业负

担减轻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培养自己的兴

趣爱好，我们将借助政策春风，进一步擦亮科

技创新品牌。”副校长张慧介绍，现在越来越

多的孩子爱上了科技课，有了自己的科技梦

想。

湖南日报 12月 20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

亮 张咪 通讯员 王梓槐）利用 APP，运维人员可

轻松实时掌握列车运行情况；登录微信小程序，患

者根据推送信息就诊，看病不用排队……12月 20

日，2021 年全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费大赛总决赛

在株洲开赛。闯入总决赛的 231 个项目团队以路

演方式同场竞技，展示最新信息技术给人们生产

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兴

起的大背景下，“数字”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引擎。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推动

工业互联网发展、信息消费升级方面的系列安排

部署，工信部力推全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费大

赛，将其打造为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融合领域的

顶尖赛事。本次总决赛是连续第二年在株洲举

办，由工信部和湖南省政府主办，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省工信厅、株洲市政府承办。

大赛设工业 APP 新意赛、工业 APP 数字制造

与管理、工业 APP数字节能与环保、信息消费技术

创新、信息消费应用创新、信息消费产品创新 6个

赛项。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2552 个项目进入初

赛，最终 231个项目入围总决赛。涌现出众多工业

APP和信息消费领域优秀技术、典型案例、创新应

用，覆盖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工业领

域，智慧医疗、智慧家居、智慧养老等消费领域。

总决赛 60 个获奖项目可被优先推荐入选工

业 APP 优秀解决方案、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组委会还将组织系列产业交流活动，帮助参赛企

业对接市场资源。

捧回233个发明创造奖

浏阳这所乡镇学校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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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校园
12月 20日，花垣县麻栗场镇中心小学，学生在学习打苗鼓。近

年，该校将苗族鼓舞等苗族文化引进校园，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学习，

传承民族文化，丰富课余生活。 龙恩泽 摄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原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原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分行分别签署的《委托资产批量转

让 协 议》（编 号 ：WTZCZR2016- 001、

ABCHN2016 批转 010），原债权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对

借款人和担保人所享有的债权由湖南

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继并享有。

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

向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我

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

至实际还款之日。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5196840

联系人：李先生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

路 3 号财信大厦 7 楼

邮政编码：410015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1日

（单位：人民币元，序号 1-10 利息暂计算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序号 11-68 利息暂计算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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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郴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泰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郴州市建筑学校

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事处

湖南省郴州食用菌研究所

湖南省郴州市侨能达实业发展公司

郴县鲁塘乡水利水电管理所

湖南省郴县江口电力管理站

郴州市北湖区县乡公路管理站

郴州市畜牧水产局

湖南华商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长江水库管理所

湖南省湘乡市综合福利厂

韶山毛泽东纪念园有限公司

韶山区如意乡如意村民委员会

韶山区如意乡杨佳村民委员会

韶山区银田乡白托村民委员会

韶山区银田乡槐星村民委员会

韶山区永义乡长湖村民委员会

韶山乡企业办

湘潭江南建筑安装公司

湘潭市残疾人联合会

湘潭市调压电器厂

湘潭市公安局楠竹山派出所

湘潭市商贸工业特区综合服务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人民政府财政所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人民政府水利管理站

湘潭县茶恩寺镇荷月村民委员会

湘潭县茶恩寺镇林业管理站

湘潭县第三人民医院

湘潭县分水乡财政税务所

湘潭县工商业联合会

湘潭县公安局锦石派出所

本金余额

25,328,808.77

26,722,300.00

-

400,000.00

70,000.00

25,075,460.00

903,000.00

140,000.00

-

-

7,920,000.00

19,841.90

16,000.00

1,470,000.00

10,000.00

3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90,000.00

13,500.00

400,000.00

420,000.00

43,500.00

3,000,000.00

177,000.00

250,000.00

6,000.00

79,500.00

70,000.00

115,000.00

100,000.00

140,000.00

利息

56,403,276.29

53,645,024.23

35,348.96

1,623,307.29

155,818.29

51,769,181.39

2,168,884.33

353,556.77

641,803.30

231,871.29

11,133,278.71

35,614.75

39,248.06

2,292,327.64

26,960.62

83,097.71

25,046.71

23,318.55

22,681.21

160,559.91

26,763.69

883,869.13

1,139,564.46

45,076.30

4,901,558.81

142,225.07

820,877.07

11,613.24

139,393.99

36,313.53

140,225.18

328,718.28

298,790.44

担保人名称

郴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何丈阳、李显月、刘波

-

-

-

-

-

-

-

-

-

-

-

-

-

-

-

-

-

-

成希晴

-

-

-

-

-

-

-

阳建勋、邓铁光

黄志明

王禹琪、楚有根、龙宇光、彭国均、
王新球、尹金云

-

-

-

序号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债务人名称

湘潭县古城乡水产技术推广站

湘潭县河口区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潭县河口镇财政税务所

湘潭县花石镇财政所

湘潭县花石镇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站

湘潭县花石镇林业站

湘潭县花石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潭县姜畲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潭县锦石乡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潭县林业局

湘潭县龙口乡财政税务所

湘潭县排头乡财政所

湘潭县射埠镇财政所

湘潭县石潭镇财政税务所

湘潭县石潭镇广播电视站

湘潭县石潭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湘潭县乌石乡财政所

湘潭县响水空心砖厂

湘潭县响水乡财政所

湘潭县响水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湘潭县云湖桥镇财政所

湘潭县中路铺镇财政税务所

湘乡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东林村民委员会

湘乡市金石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乡市泉塘镇龙岭村民委员会

湘乡市山枣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湘乡市太平乡前进村民委员会

湘乡市潭市镇企业办公室

湘乡市潭市镇人民政府城镇办公室

湘乡市潭市镇卫生院

湘乡市虞唐镇财政所

湘乡市月山镇枫榆村民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湘潭军分区招待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湘潭县支公司射埠区保险站

湘乡市昂龙物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00,000.00

9,800.00

699,000.00

700,000.00

20,000.00

40,000.00

72,000.00

115,678.23

5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200,000.00

650,000.00

295,000.00

65,000.00

280,000.00

350,000.00

30,000.00

330,000.00

190,000.00

102,000.00

80,000.00

44,100.00

39,000.00

5,000.00

30,000.00

800.00

20,000.00

30,000.00

64,335.23

14,081.26

7,900.00

2,023,000.00

5,000.00

3,400,000.00

利息

810,400.73

81,251.61

1,846,309.83

1,404,587.96

36,221.55

70,343.95

145,153.19

202,902.83

133,746.70

87,482.37

197,028.76

299,654.60

1,544,536.14

599,392.33

122,067.96

599,349.07

745,479.00

89,779.48

579,072.06

339,922.08

111,210.04

61,410.29

85,109.49

81,234.24

9,593.36

54,819.22

1,633.48

46,024.31

53,847.53

66,583.31

34,904.17

16,128.21

3,404,018.57

9,660.85

4,666,013.58

担保人名称

石潭镇财政所

河口镇政府

河口镇政府

-

湘潭县花石镇财政所

湘潭县花石区林业站

湘潭县花石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

-

-

-

-

-

-

湘潭县石潭镇财政税务所

-

-

-

-

湘潭县鹤岭南井矿石加工厂

湘潭县云湖桥镇政府

冯建伟

-

金石万群锰矿

湘乡市湖山乡乡镇企业办公室

-

太平乡财政所

-

-

-

-

湘乡市月山乡财政所

湘潭军分区后勤部

-

-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欧阳倩

一方有技术成果但没转换成经济效益，一方有技

术需求但无力自主研发，两者“一拍即合”，产生的便是

“技术贸易”。

截至 12 月 16 日，长沙市雨花区今年完成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 1005 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165 亿元，同比

增长 164.5%。交易额与增速均位列我省县（市）区第一。

近日，记者走进雨花区了解其“双料第一”的故事。

唤醒沉睡的技术资源

从去年的 3 亿元到今年突破百亿元，中国建筑第

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交易“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

“交易额直线上升的关键是意识的苏醒。以前不重

视知识产权、不重视技术交易登记；现在是政府送政策

上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转化。”该公司负责技术合同

登记的工作人员傅炎朝说。

作为建筑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建五局多年积累的专

利、技术工艺很少直接转换成“真金白银”。

2020 年，我省首个区县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落

户雨花区，并出台奖补政策。傅炎朝说：“以前,长沙只

有一个登记点，排队长、手续多；现在,公司附近就能

办，更便捷。”坐落在雨花区的中建五局妥妥利用“地

利”优势。

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 4 类。中建五局瞄准的是技术服务。

收益是可观的。今年下半年，仅一项与山东省烟台

市蓬莱区达成的污水处理提升工程，技术合同成交额

就达 11.57 亿元。截至 12 月 16 日，中建五局及其子企业

共 6 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105.6 亿元。

其中，公司拥有自主产权的废水废气废渣“三废”处理

技术、爆破、防渗水等技术，是市场交易的“香饽饽”。

技术交易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体现方式。

“政府要做的是添柴加火，‘烧旺’交易市场。”雨花区科

技局局长黄练文介绍，该区不断做优技术合同登记服

务，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并对技术交易合同年度累计

成交额达 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 5万元至 15万元不

等的奖补资金。

目前，雨花区正在探索搭建技术交易平台。届时，

买卖技术就像“逛淘宝”般便捷。

呼唤更多的技术经理人

要达成技术合同交易，就要找到技术成果与市场

牵线搭桥的“红娘”。以科技成果转化为职业的从业者

——技术经理人应运而生。

技术经理人所做的并非撮合交易那么简单，还涉及

寻找合作伙伴、产业化应用、熟悉和开拓市场、维持交易

双方合作等。

“专业人才并不好找，高学历、复合型是主要特

点。”长沙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雨花区）主任肖锎博

士说。他所在的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专为交易双

方提供服务，团队 10 人中 9 人为硕士以上学历，且大多

有工科背景，并熟悉法律、经济、会计等相关知识。

“首先你得懂技术。”肖锎举例，一家环保领域的研

发公司想“出售”污水处理技术。肖锎先要去检索、分析

这项技术在国内外同类技术中处于什么水平；其次，要

判断这项交易在市场上是否活跃；再次,要综合是否有

法律风险等做出初步预判。

“一己之力是有限的，我们身后还有专家智库做支

撑。”在组织完智库专家评估后，肖锎还要匹配有这项技

术需求的企业。最后，这项技术成功被省外几家污水处

理公司“采购”，累计交易额达 3000多万元。

虽然技术经理人频繁在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跨界

沟通，但工作也有重点，他们大多关注战略新兴产业，例

如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这些领域技术

更新迭代快，市场需求大。”肖锎说。

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很大，但技术经理人数

量却严重不足。近年来，我省加大了技术经理人培训、

扶持技术经理机构力度，助力打造高水平、专业化技术

转移人才队伍。

技术合同成交额 165 亿元，增速 164.5%

雨花区技术贸易“双料第一”从何而来

经常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审核，常德市规划展示馆总

规模型更新改造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常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购项目预算为人民币 5913710 元，现予

以公告。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

gp- hunan.gov.cn）及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2月 2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 12月 20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婷）为 进 一 步 发 挥

党建在非公企业中的引领作用，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2 月 20 日，湘潭市岳塘区精品钢材和机电产业链、现代商贸物流

产业链、房地产绿色建材和建工产业链、金融和服务产业链、文

体旅游休闲产业链、食品加工产业链 6 大产业链的党支部，共同

建立党建联盟。

这 6 大产业链是岳塘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产业链党建

联盟将立足原有基层党组织，整合产业链条上的党建资源，构建

紧密型党建共同体，打破各企业之间沟通障碍，形成“党建强链、

携手共赢”的链条效应。

为促进产业链发展壮大，岳塘区从区直机关中选派一批优秀党

员干部，到各产业链党支部担任专职驻链第一书记。建立企业需求

清单、部门责任清单、政府政策清单，相关部门上门为企业送政策、

送服务，为链内企业打破“信息孤岛”壁垒，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当天，岳塘区产业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启用。该平台由原

有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产教融合服务平台、岳塘智库服务平

台、产业人才服务平台组建而成，以完善信息服务体系为目标，

以先进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建设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资源整

合为内容，采取“互联网+企业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快速、全

面、优质的服务。

活动中，还举行了银企授信签约、校企融合战略合作签约等。

以“党建链”带动“产业链”

岳塘区6大产业链建立党建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