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物联网产业迎来
规模化商用， 各大电信运营
商、 网络设备商等纷纷加快
产业布局步伐。专家表示，未
来几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量
将达到数百亿， 这一规模将
为物联网打开新的发展蓝
海。

在近日 于 上 海 举 行 的
“2017物联网产业峰会” 上，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正积
极布局下一代物联网络。中国
电信物联网公司副总经理朱
明透露，中国电信在物联网业
务经营方面， 将聚焦三大方
向， 分别是深耕智慧城市、布
局垂直行业、 拉动个人消费。
中国移动物联网公司副总经
理叶凌伟称，到2020年中国移
动连接总量将超过17.5亿。

■据新华社

本报12月17日讯 今天，
2017高速铁路国际研讨会在长
沙召开， 吸引了海内外40家单
位、21位院士、22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共同探讨世界高速铁路的
发展。 现场， 专家们以凝聚、交
流、互鉴、共享、共进为目的，深
入研讨高铁可持续发展规划、建
设、制造、运营、管理和服务中面
临的技术问题，问诊世界高速铁
路的发展现状，把脉未来高速铁
路发展的趋势与技术创新，积极
促进国际交流平台建设，促进世
界高速铁路的创新引领和长足
发展。

中国铁路正当“走出去”
最好时机

论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永福介绍，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截至201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12.4万公里， 居世界第二
位。其中，高速铁路2.2万公里，占
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5%。我国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国。

孙永福认为，以高铁、高原
高寒铁路、重轨铁路为代表的技
术创新成果，标志中国铁路技术

水平整体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这为中国铁路“走出去”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他还透露，未来20
到25年，世界铁路建设需求量约
在12万-15万公里， 其中高铁建
设大概在1.5万-3万公里（不含
中国），2020年轨道交通装备新
造市场和维修市场容量约为
1330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
包括高铁在内的中国铁路“走出
去”面临非常好的机遇期。

记者还从论坛现场获悉，近
五年来，中国高铁建设为世界范
围内的轨道交通技术发展、产业
格局调整贡献了“中国特色”和
“中国标准”， 特别是2017年9月
21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
沪高速铁路实现按时速350公里
运行的商业运营， 标志着中国铁
路成套技术装备特别是高速动车
组已经走在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中国高铁
将更绿色与智能化

中国高铁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孙永福认为，在“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的倡议下，中国铁路将

更加绿色、 更加智能化。“新材
料、环保技术和高铁技术融合在
一块将是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
一个趋势， 但是材料只是一个
方面， 我们还要从多方面来考
虑，包括电器元件、新的技术改
进等等。”孙永福表示，通过材
料的改进，能够使它更加坚固、
耐用，从而使寿命更长，安全更
有保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来体现中国高铁的节能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高速铁
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世界范围
轨道交通的复兴与技术产业格
局的重大调整， 形成了一系列
“中国特色”和“中国标准”，同时
也面临高速铁路建造技术持续
创新、保持可持续竞争力的严峻
挑战。 此次高速铁路国际研讨
会， 深度问诊高速铁路发展状
况，并坚持在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下，连贯东西、沟通内
外，达成各项共识，提出建设智
慧高速铁路的创新理念和思路，
打通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的“任督
二脉”。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易迎香
通讯员 王建湘 王轩

本报12月17日讯 12月
15日， 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
评审标准宣贯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对新修订的《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进行了权威解读。

今年12月，受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委托， 湖南省安全技术
中心新修订的《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
准》正式下发。新标准对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
审程序、评审单位和人员、达标
等级、评审得分、现场评审等作
出了新规范。 评审单位原则上
应具有烟花爆竹安全评价资

质。 不具有烟花爆竹安全评价
资质的单位， 应具备高于烟花
爆竹安全评价资质的条件，经
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审查同意
后， 可在本地区从事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
级、三级达标评审工作。

评审人员应具有国民教育
弹箭、火炸药、化学、机械、电气
等与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
大专（含） 以上学历或民爆器
材、 石油化工等相关专业中级
（含）以上技术职称；从事烟花
爆竹生产安全相关的技术或管
理等工作3年以上等条件。

■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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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湖南粮食集团与湖南勇胜篮球俱
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召开战略合作新闻发
布会，双方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湖南粮
食集团正式成为湖南勇胜篮球俱乐部的战略合
作伙伴，并正式将球队更名为湖南湘粮国际勇胜
篮球俱乐部金健米业男子篮球队（以下简称湖南
金健米业男子篮球队）。

粮食湘军与体育湘军的强强联手，首开先河
地创造了省内职业篮球俱乐部与优势支柱产业
整合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程彧喆

湖南粮食集团签约湖南勇胜篮球俱乐部 将开创湖南职业篮球新时代

粮食湘军携手体育湘军，书写新辉煌
湖南粮食集团打造全产业链
开创现代粮企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加
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把
粮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形成粮食兴、产业旺、经济
强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由以政
策支持和要素支撑为主向创
新驱动转变。

在这其中，脱胎于引领风
气之先的三湘大地，湖南粮食
集团一直是全国粮食行业创
新发展的翘楚。

湖南粮食集团总裁杨永
圣表示，近年来，湖南粮食集
团着力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
粮油全产业链， 致力打造最
具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世界级食品投资控股集
团，借助湖南全力实施“优质
粮油工程”的契机，加速推进
粮油产业全面升级， 更好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当下湖南粮食集团各产
业版块发展来势良好，金健速
冻系列产品成功面市、万华板
业试产成功、湘粮国际粮油水
产交易中心开盘在即，为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同
时，相关项目更是填补了省内
行业空白，开创了现代粮企发
展新篇章。

在2017赛季全国男子篮球
联赛常规赛末段，细心的球迷能
发现，原湖南勇胜男篮的战袍背
面印上了“金健米业”的字样，电
子大屏幕上，“湖南勇胜”也变更
为了“湖南金健米业”。

此次湖南粮食集团和湖南
勇胜篮球俱乐部签订了为期5年
的合作协议，球队正式更名为湖
南金健米业男子篮球队。

湖南勇胜篮球俱乐部副董
事长李胜介绍，湖南粮食集团在
俱乐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直接
助推了球队在本赛季常规赛和
季后赛中取得了骄人战绩，但由
于考虑俱乐部要专心打好每一

仗，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
式才推迟到了现在。

记者了解到，湖南勇胜篮球
俱乐部成立于2016年，是我省首
支完全由本土企业打造的职业
篮球俱乐部，也是目前省内唯一
一支职业篮球队。球队提出“3至
5年打进CBA，打造百年俱乐部”
的发展目标。它不仅是目前湖南
唯一的一支职业篮球俱乐部，也
是冲击顶级联赛CBA一支强有
力的潜力股。在刚刚结束的全国
男子篮球联赛（ＮＢＬ）2017赛
季，湖南金健米业男子篮球队勇
夺全国季军， 书写篮球湘军历
史。

12月15日上午，湖南勇胜篮
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粮
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粮食
集团报告厅召开战略合作新闻发
布会， 发布会回顾了湖南勇胜篮
球俱乐部历史， 讲述了湖南粮食
集团的企业初心， 随后双方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省政协原副主席、 省篮球协
会名誉主席刘晓， 原省体委副主
任、 省篮球协会名誉副主席李鸿
贵，省篮球协会秘书长王志诚，湖
南粮食集团总裁杨永圣， 湖南勇
胜篮球俱乐部董事长李向群等领
导及嘉宾参加了会议。

“体育湘军与粮食湘军的强
强联手， 标志着省内职业篮球
俱乐部与优势支柱产业整合发
展的新模式正式形成”，湖南粮

食集团总裁杨永圣在签约仪式
上表示， 此次战略合作将湖南
粮食集团“领先，永不停步”的
企业精神与“勇往直前，战无不
胜” 的男篮精神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双方将携手共进，打造一
个真正属于湖南人民的职业篮
球盛世，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品
牌共享、合作共赢。

事实上， 多年来湖南粮食集
团一直关注、 支持湖南体育事业
发展，集团旗下金健米业、裕湘食
品等多家单位是湖南省运动员指
定食品供应商， 为运动员们提供
米、面、油、奶等健康食品，保障体
育健儿摄入全面均衡的营养，以
最好的体魄驰骋赛场， 助力体育
湘军勇创辉煌。

粮食湘军携手体育湘军
打造职业篮球盛世

金健米业男子篮球队
勇夺全国篮球联赛季军

2017高速铁路国际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200多名专家学者
问诊把脉世界高铁

又一烟花爆竹新标准在湘出炉

物联网迎来规模化商用
行业加快推进步伐

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