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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生产线，4个机器人，有条不紊
地工作，外面只需两个工人进行实时控
制和监控。这是记者6月10日在湖北
三环锻造有限公司看到的场景。据介
绍，该公司累计投资5亿元，应用物联网
技术、3D技术，推进工艺创新，建立数字
化车间，实现了产品的智能制造。

湖北襄阳的制造业占全市工业比
重达 95%以上，如何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加速向中高端跃升，在新一轮产业
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李乐
成表示，近年来，襄阳紧紧围绕打造“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级示范区”目标，
以减量化增长为切入口，加快推动全市
制造业“双减双增”发展，即“减消耗、减
排放，增质量、增效益”，不断提升工业
经济的创新力和支撑力，走出一条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的工业化新路。

千企千亿技改让生产更“智能”。
据襄阳市经信局局长段细柱介绍，襄阳
每年建立 10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库
和台账，持续推进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今年入库项目达到300个，总投资627
亿元，全年竣工投产技改项目170个。
为推动智能化改造，该市专门出台管理
办法，鼓励企业积极争创国家和省各类
技改试点。目前，襄阳市评出了44 条
数字化生产线、16个数字化车间、11家

“机器换人”示范企业和3家智能工厂，
已为302家工业企业发放技改补贴等
各类专项资金1.89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激活新动能。按照
规划，襄阳市力争2022年工业总产值达
到1.1万亿元，其中，培育汽车及零部件、
农产品深加工2个3000亿级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汽车、生
物医药等4个1000亿级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快车道。
2018年，襄阳市新能源汽车整车产量突
破4万辆，同比增长23.8%，产销量占全

国10%；全市新能源汽车规模以上企业
产 值 达 到 233.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6%。从早期少数企业的新能源汽车
研发探索，到如今集整车生产、研发检测
于一体，不断朝智能网联化转型升级。

智联网联汽车加速发展。今年4月
份，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人
民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襄阳正式
签署“智行隆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三方将联手把襄阳打造成国家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区、智慧出行和智慧物
流创新试验区和智慧交通标杆城市。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群星捧
月”。襄阳已初步形成了以襄阳高新区
为主的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集群；以樊城区为主
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和应急救援装备
产业集群；以南漳县和襄州区为主的农

业机械产业集群；谷城县重点发展铸锻
造产业集群；东津新区未来将形成以智
能制造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2018 年，全市装备制造产业新增规模
以上装备制造产业企业5家，达到170
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31.3亿
元，同比增长15.4%。

资源综合利用迸发“内生活力”。
襄阳着力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
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改造，着力形成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
循环发展模式，把垃圾变资源，把小产
品做成大产业。襄阳打造谷城国家“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和老河口国家循环经
济产业园，催生出20多家发展循环经济
的企业，形成多个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随着发展高端制造业、做强实体经济
步伐加快，襄阳市工业转型势头明显。今
年1月份至5月份，全市高技术制造业、装
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43.5%、
17.6%；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投资、技
改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4.3%、40.3%；新
产业加速成长，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
业同比分别增长41.5%、35.5%。

湖北襄阳推动工业加快迈向中高端——

以“智高点”抢占“制高点”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杨志国

不久前，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公布的 4 月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情况，11 个设区市中，张家口
因空气质量最好、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最低、PM2.5 浓度最低而名列
第一。“大气环境持续好转，是张
家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首都水源涵养功能
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举全
市之力提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水平，筑就首都绿色生态屏障的
必然结果。”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
表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张
家口被定位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
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为此，张家
口把生态兴市、生态强市作为发展
突破口，把建设绿色环境、发展绿
色经济、打造绿色城市作为主攻
方向，力求探索一条经济欠发达
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双赢的
新路。

2016年、2017年，张家口连续
两年以每年超过 220 万亩的造林
速度推进绿色生态体系建设，在此
基础上，2018 年，张家口完成造林
面积 601 万亩，提前两年实现森林
覆盖率 50%的目标。张家口投资
近百亿元修复官厅水库国家湿地
公园、康巴诺尔湿地公园、闪电河
湿地公园等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工程，截至目前，张家口共
有国家级湿地公园 8 处、省级公园
8 处，总面积达 4.6 万公顷。2018
年，张家口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15 平方公里，新增及改造节水灌
溉面积累计 10.58 万亩；城区新增
绿地292.34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69平方米。

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张家口市产业吸引力得到较大提升。
2017 年、2018 年，张家口从北京引进项目 101 个，总投资达
2425.58 亿元。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张家口引进
京津项目 176 个，其中 103 个已经完工，完成投资达 350.53 亿
元，生态旅游、装备制造、新能源、大数据等产业快速发展。截
至目前，大数据产业已签约大型项目 22 个，计划总投资约 800
亿元，服务器规模逾 150 万台，已注册数据中心建设、运维企业
16 家。

据统计，张家口市新能源产业已获批示范项目23个，形成了
风电及光伏设备的生产、工程建设、运营、使用的闭合产业链。截
至2018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1345.47万千瓦，年发电
量突破200亿千瓦时。

休闲旅游方面，通过生态环境转变，张家口作为首都“后花园”
的效益凸显，旅游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2018年，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 7354.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59.3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7.49%和23.39%，生态红利加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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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6月18日电 记
者沈则瑾报道：6月18日，首届

“初心论坛”在上海举行，党史
研究专家与上海、嘉兴、吉安、
遵义、延安、平山等党史重要节
点城市的嘉宾共聚一堂，共同
探讨中国红色文化主脉的历史
内涵和时代价值。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是党的精神家园。为
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以
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上海决定在每年“七一”

前夕举办主题论坛——“初心
论坛”。本次论坛议题包括 4
个方面：一是学习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建设和守护好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的重
要论述；二是阐述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内
涵和时代价值；三是介绍宣
传和弘扬建党精神、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做
法和成果；四是交流坚持党
的初心、守护精神家园的认
识和下一步工作。

首届“初心论坛”在上海举行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
员朱国才报道：我国首个盾
构工程专家库日前在北京成
立。随着盾构行业的快速发
展，盾构法的应用领域越来
越广泛，在城市轨道交通、铁
路 、公 路 隧 道 、地 下 综 合 管
廊、石油、电力等工程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由此派生出
的相关产业链年产值可达上
万亿元。

该专家库由北京盾构工
程协会发起成立，中国工程
院、国际隧协等专家领衔，是

我国目前唯一以盾构工程命
名的专家库。专家库集聚了
国内外盾构制造、工程设计、
勘察、施工、监理等 173 名行
业英才组建中国盾构“最强大
脑”。盾构工程专家库设置了
盾构工程、盾构机电、盾构吊
装 3 个专业，专家库成立后，
将广泛开展盾构工程行业科
技创新、信息交流、学术研讨、
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活动，
为盾构工程安全高效提供技
术保障，推动我国盾构行业技
术进步。

我国首个盾构工程专家库在京成立

本报讯 记 者 刘 兴 、通
讯员周君花报道：近日，江西

“永修香米”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标
局正式注册，“永修香米”产
业 正 式 迈 上 品 牌 化 发 展
道路。

据悉，作为江西永修的主
要粮食作物，永修香米已有
1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当地
独特的自然条件生产出的稻
米米粒细长、外表晶莹剔透、
口感柔软爽滑，畅销国内外
大中城市。目前永修生产加

工大米的大小企业近百家，
有众多品牌，为该地理标志
证 明 商 标 成 功 申 报 打 下 基
础。近年来，永修当地水稻
种植面积 54.76 万亩，年产稻
谷 4.72 亿斤；27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永修香米”种植
提 供 安 全 、高 效 的 种 植 区
域。永修将通过“地理标志+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
模式，积极推进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产业化发展，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农户
脱贫致富。

“永修香米”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本报讯 6月17日晚，四川省宜宾
市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截至 18 日
15时30分，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199
人受伤。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
赴灾区指导救援救灾。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等有关部门正指导地方排查灾区
周边风险隐患点。目前消防指战员正
在现场全力搜救，当地通信网络已基本
恢复正常，救援救灾和灾情调查评估等
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指导地方救援救灾工作，消防、地震、安
全生产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已赶赴四
川长宁灾区救援救灾。四川省消防救
援总队调集 10 个支队 116 辆消防车
526人赶赴灾区，四川森林消防队伍派
出17车154人携各类装备703件（套）
赶赴灾区，灾区附近的 12 支国家矿山
应急救援队派出 172 人赶赴灾区开展
人员搜救和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派
出80人赶赴灾区开展震情监视、烈度
调查、损失评估等工作。应急管理部协
调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关方面对灾
区周边风险隐患点作了初步排查，严防
发生次生灾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灾情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救灾工作组赶
赴灾区查看灾情、评估需求，指导当地
红十字会开展救灾工作。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调拨救灾
帐篷100顶、救灾家庭包2000个、救灾
棉被 2000 床、冲锋衣 1000 件用于灾
区救助。四川省红十字会已调派泸州
红十字山地救援队、省红十字赈济救援
队携带救援装备出发赶赴灾区开展人
员搜救、救助工作。宜宾市红十字会组
织救援队并携带救灾家庭包、救灾帐篷
等物资前往灾区开展救灾救助工作。

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信息
显示，首批国家医疗卫生应急专家组共
9人已驰援四川长宁灾区，并已根据需
要组织第二批国家专家组待命。据悉，
上述9位专家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和中
国疾控中心的重症医学、创伤骨科、心
理援助、传染病防控和环境卫生等专
业。同时，另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承建
的国家卫生应急移动医疗救治中心、四
川省人民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分别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等 3 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已集结待

命，随时赶赴灾区救援。此外，四川省
卫健委已派出工作组，并从成都和泸州
调派 3 支 50 余人的应急医疗队，连夜
赶到灾区开展工作。

生态环境部已启动应急响应，全面
部署地震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防
范和应急准备工作。目前，四川省生态
环境厅已迅速指导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宜宾市
生态环境局已对全市10个县区的工业
园区、重点风险源企业、饮用水水源地、
垃圾填埋场、城镇污水处理厂以及兴文
县、珙县、筠连县的页岩气开采平台及
输气管线等环境重点目标进行了排查，
未发现有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水利部目前正加强对灾区水利工
程等隐患排查。水利部部署要求四川
省和重庆市水利厅（局）组织水利部门
加强水利工程等隐患排查，及时报送震
损情况，抓紧开展防灾避险等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川省水
利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宜宾、泸州、内
江、乐山、凉山等相关市（州）水利部门
及相关水库、水电站管理单位对水库、
水电站、堤防、饮水工程、河道等进行查
险、排险。一旦发现险情，要立即开展

监测预警，提前组织转移避险，并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抢险。

四川省水利厅成立了水库和农村
饮水安全抗震救灾指导工作组，赴灾区
指导水利工程查险、排险工作。其中，
水库救灾工作组连夜出发，于 18 日凌
晨3点半到达灾区，与宜宾市水利系统
共同开展水库、水电站和供水工程灾情
排查统计工作。农村饮水安全救灾工
作指导组也已赶赴灾区。同时，四川省
水利厅已增派力量加强值班值守。

为支持灾区抗震救灾工作，国家发
展改革委18日紧急安排四川省救灾应
急补助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
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设施的应急
恢复建设。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长宁县6.0
级地震震源深度 16 千米，震源机制结
果显示为走滑型地震。专家分析认为，
本次地震序列为典型的构造地震活动，
较同类地震相比，本次地震余震较为丰
富，可能与灾区附近分布有多条规模不
大的次级断层触发活动有关。

（综合本报记者 常 理 顾 阳
吴佳佳 吉蕾蕾 郭静原及新华社

报道）

多方力量抵达四川长宁开展救援工作——

救灾物资紧急调拨 通信网络基本恢复

图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

景，目前机场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自2014年12月26

日启动建设，按照建设和运营筹备总

进度综合管控计划安排，将于今年 6

月30日竣工验收。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作为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经济交流
的重要板块，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和
海峡金融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办。
来自两岸工商界和金融界的专家、学者
和企业家围绕“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思
路新路径”“海峡两岸普惠金融服务合
作与展望”主题，就两岸贸促机构和商
协会合作、数字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发
展、两岸企业家合作等展开深入探讨。

近年来，两岸贸易和投资不断增
长，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全方位、宽领

域、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格局已经形成。
2018年，两岸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
到 22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2%。谈
及如何深化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卢鹏起提出4点建议：一是
把握大陆发展机遇，二是大力开展创新
合作，三是扩大两岸各界参与，四是携
手开拓第三方市场，为两岸经贸合作拓
展新的空间。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经济局局长
张世宏表示，大陆方面将继续秉持“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围绕融合发展、分享机
遇、同等待遇、共同市场等方面，努力为
台湾同胞、台湾企业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继续推进各项惠台政策的落实，扩
大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厦门市常务副市长黄强认为，把更
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小微企业、三农、
社区居民提供更有针对性、更便利化的
金融服务，既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本意，也
是普惠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金融产业
合作推进小组召集人、中国银行原行长
李礼辉就两岸金融合作提出 3 方面建
议。他认为，在市场融合上，大陆可进一
步拓宽金融市场的台资准入渠道，让更
多台湾从业者分享大陆改革开放的红
利；在优势融合上，大陆出现了网商银
行、微众银行等具有数字化基因的普惠
金融范本，而台湾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两岸具有
优势互补的基础；在标准融合上，可进一
步促进两岸金融机构的标准互认互通，
加快制订两岸数字金融标准和规范。

台湾皇冠企业集团董事长江永雄
认为，两岸在经济合作中有很多互补的
地方，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两岸
企业家更应该手牵手，发挥优势，共同
开拓世界市场。

为两岸经贸合作拓展新空间
——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和海峡金融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孙昌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