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报告中提出，湖南
要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和国家级园区， 努力建成
区域创新高地。 湖南要从哪些
方面发力， 进一步释放科技创
新的巨大活力？

谢超英： 首先要畅通在创
新资源与产业之间的联络渠道。
下一步， 我们将和科技部门一
道， 主动组织企业来对接高校、
科研院所，把他们的成果专利从
他们的电脑里、 档案里挖掘出

来，尽可能地、尽快地变成现实
的生产力。 现在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都在倡导以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体系建设， 在这一块还大
有文章可做，也大有潜力可挖。

其次， 作为政府的相关部
门， 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
引导企业主动对接高校和科研
院所， 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把
自己的成果通过合法合规的方
式来向社会转移、转化，提高转
化效率。

【科技创新】
资源与产业紧密衔接释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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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基地”助推优势产业腾飞
实现“湖南智造”，让“智能”嵌入制造业各环节 发展全域旅游，内提质外包装吸引游客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落实到工作层面就是要突出“三
个着力”“四大体系”“五大基地”的工作抓手。其中，“五大基地”就是
着力打造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基地、以
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以精细农业为
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以影视出版为重点的文化创意基
地、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

主持人： 湖南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报告提出，要
通过建设全域旅游基地，
打造国内外著名旅游目的
地。 我们要如何一步步实
现这个美好的目标？

袁谋文：随着航空、高
铁、 高速公路等立体交通
网络的不断完善， 湖南旅
游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好的
发展机遇。 我认为打造全
域旅游基地， 宣传策划尤
为重要， 这就包括一揽子
品牌包装、 国际国内各类
推介活动等， 让更多的人
更全面地了解我们湖南，
向往来湖南旅游。 还有一
个龙头引领的问题， 比如
让张家界、 凤凰等知名度
比较高的旅游目的地发挥
好吸引旅客来湘的作用，
同时规划设计串联各个景
点的旅游线路， 让游客走
完张家界、 凤凰等地之后
还能便捷地游览其他景
点，有更多的选择，这就能
大大增加游客在湖南停留
的时间， 同时也能进一步
提升其他景点的知名度。

刘学： 景点品质也需
要进一步提升。包括硬件、
软件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景区基础设施品质的提
升，另一方面是服务水平、
市场管理水平的提升，让
游客得到良好游览体验，
杜绝各类宰客欺客等自毁
形象的行为。

■记者 胡信锋 虢灿

【嘉宾】
谢超英：省党代表、省经信委主任
汪军：省党代表、南县县委书记
刘学：省党代表、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袁谋文：省党代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
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门票管理中
心吴家裕经营部长

主持人： 万丈高楼平地
起，首先想请问代表，湖南打造
“五大基地”，底子怎么样？

谢超英：党代会报告提出
打造“五大基地”，精准把握住
了湖南最突出的优势之一，提
供了一个凸显湖南特色的发展
新坐标。

在湖南，有国家级的长株
潭自主创新基地，有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装备、新材料、电子信
息等一大批在全国、 全球都有
影响力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长
株潭地区高校云集， 特别是国
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
高校， 能够为这两个基地的发
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长株
潭地区有大批创新企业， 能够
把这些创新资源迅速转换成现
实生产力；此外，省委省政府为
了鼓励自主创新， 出台了吸引
人才、 技术成果转化等一系列
政策。 这都为创新基地建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接“中国制造2025”
战略上，省委省政府很重视，确
定了“1274”的推进路线，设立
了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此外，省
里还将设立一千亿的新兴产业
基金， 主要支持现代制造业的
发展。有这么多好的基础条件，
再加上党代会报告的引领，我
们有底气、 有信心将这两个基

地尽快地建成建好。
汪军： 湖南农业的基础非

常好，自古就有九州粮仓、湖广
熟天下足的美誉。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对于农业的发展非常重
视，投入力度也大。一些农副产
品品牌在全国排前十位， 有的
还排在前三位。像我们南县，是
传统的农业大县， 是全国全省
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水产品养
殖先进县、 油菜生猪调出县生
产大县。

刘学： 湖南文源深， 文脉
广，文气足。“敢为天下先”的
湖南人探索出了具有鲜明湖南
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 优秀文化艺术创作成果层
出不穷， 近年来，“电视湘军”
领跑中国，“出版湘军”、“动漫
湘军”和“演艺湘军”脱颖而出，
报业湘军蜚声业界， 形成了壮
观的“湖南文化现象”。

袁谋文： 这次报告把全域
旅游打造锦绣潇湘提上了一个
很高的高度。湖南山川秀丽，名
胜古迹众多， 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旅游资源丰富，是海内外闻
名的旅游胜地。 像我们张家界
旅游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
除自然风景区外， 还有世界第
一梯、 世界第一桥、 玻璃栈道
等， 一些影视作品的推荐也对
提升张家界旅游品牌有很好的
推进作用。

主持人：湖南是农业大省，
在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建设
中， 报告特别凸显了“精细农
业”的理念，有何深意？“湘”字
号农业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

刘学：“精细农业”可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化肥、灌溉用水等农
耗，有效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大
大提升农产品品质，体现的是可
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理念。

汪军： 南县近年来发展的
20万亩“稻虾共生”的种养模式

就契合了这种理念， 生产稻米和
小龙虾更安全更优质， 也让每亩
稻田可以多产生17000元效益。建
设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围绕
规模、品牌、高效做文章，从生产
到加工不断延伸、升级产业链条，
让“湘”字号农副产品叫得更响。

袁谋文： 也要重视现代化的
农业技术， 比如提升农业的机械
化、规模化水平，用信息化的手段
普及先进的农业技术， 加强农产
品的营销等。

主持人：湖南文源深、文脉
广、文气足，怎样建设文化创意
基地，提升湖南文化的市场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

刘学： 我建议加大差异性战
略实施力度，推进区域文化和创意
产业协调发展，发展以长株潭为核
心增长极，以大湘西、大湘南为新
兴增长点， 深度挖掘湘西民俗文
化、张家界的奇山旅游文化、永州
的潇水名人文化、衡阳的宗教旅游

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和比较优势；
着力提升文化和创意产业结构层
次，立足和依托湖南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已有影响力的文化和创意产
业品牌，打造湖南文化和创意产业
发展的新亮点，优化文化和创意产
业结构， 充分促进文化和互联网
+、文化与科技等融合发展。

还要引导产业集聚，培育壮
大企业主体，积极引进外资文化
和创意产业。

【精细农业】
“精细农业”让产品叫得更响

【文化创意】
实施差异化战略，彰显不同板块特色

【发展基础】
精准把握了湖南的突出优势

【全域旅游】
内提质外包装，
吸引旅客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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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党代会前瞻性地
指出，着力打造中国智能制造示
范引领区。湖南如何实现从“湖
南制造”向“湖南智造”的跨越？

谢超英： 这是一个新的课
题， 因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业要
向“智造”转化的话，还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实现“智造”，需要
把高科技、 网络技术、 信息技
术、 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嵌
入到传统制造领域行业的各个
环节中去，包括设计、研发、生

产过程、售后服务等，都要采取一
系列智能化的手段。

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首先要
求企业家， 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
家有“湖南智造” 的意识和理念。
其二，要进行智能化的改造，需要
有相当大投入。其三，在“智造”过
程当中， 鼓励大学生通过创新创
业也参与其中。可以说，智能制造
为广大企业、企业家和创业人员，
包括社会的一些其他资本， 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和前景。

【湖南智造】
让“智能”嵌入制造业各环节C

11月16日，谢超英代表（左二）、汪军代表（中）、袁谋文代表（右二）、刘学代表（右一）接受联合访谈。记者罗新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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