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集团与邵阳在今年6
月13日就高铝硅盖板玻璃项
目签约，到6月23日公司注册成
立，仅用了10天时间。6月28日，
公司就实现了第一笔订单，项
目实现了当月签约、 当月成立
公司、当月形成销售的“三个当
月”，刷新了邵阳加速度。

在邵商大会客商代表座
谈会上，彩虹集团(邵阳)特种
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
记董战锋为“邵阳加速度”点
了一个大大的赞。

记者了解到，自首届邵商
大会以来，邵商回乡投资的项
目超过600个， 投资总额超过
2000亿元，占邵阳投资总额的
70%。邵阳市智能制造产业小
镇、富电邵阳产业园、桑德（邵
阳）产业园、亚洲富士电梯、湘
中汇商硅谷、德沃普、福鸿工
艺、昌冠隆、贵太太、邵阳油茶

产业园等一大批邵商投资项
目兴起发展，如今这一批项目
成长为邵阳发展“新力量”。

回流的邵商给家乡带来
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还有产
业的全面转型升级与更多的
国际商机。

2013年，泰国湖南商会会
长刘纯鹰在邵阳市“引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的召唤声中，
带着资金、管理经验和海外资
源“转战”家乡，创办隆源中小
企业创业园，“通过整合泰国
转出口平台优势资源，已使二
十多家入园企业成功转型升
级，推动了箱包、服装、皮革等
多个行业的创新发展。” 刘纯
鹰说道。今年11月底，刘纯鹰
拟投资20亿元建设的邵东高
新电子产业园开工，预计2018
年建成，届时将成为邵阳又一
处对接国际市场的高地。

邵阳加速度吸引老乡回流

第三届邵商大会签订合作项目61个，引资369亿

“邵阳加速度”引邵商“转战”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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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羡慕“IT程序猿”的高收
入吗？殊不知“3D码农”已悄然火
热。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作为智能
制造、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基础
技术，当前三维数字化（3D）应用
人才正面临需求“井喷”，被各行
业广泛争抢。

“3D码农”炙手可热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三
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简称
“3D大赛”）现场，记者看到，全国
各地的千余家企业前来观摩。

有企业坦言， 以前生产自行
车是画平面图，但现在不行了，一
定是3D立体设计，不仅能更直观
地展示效果， 更能通过模拟场景
优化性能、减少缺陷。所以“不怕
接不到项目， 就怕接到了项目没
人会做”。

3D大赛组委会副主任鲁君
尚告诉记者，通过3D仿真模拟可
以节约至少40%的设计周期和
30%的设计成本。 三维数字化设
计制造成为各行各业的“必备”。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智能家居等
高新产业， 对数字化应用人才有
着强烈需求。

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 智能
化转型。3D数字工程师也从过去
的“高冷”“稀缺”变成了广泛需要

的“3D码农”。

“新经济”呼唤大量3D人才

有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
根据预测，2035年我国的数字经
济将超过105万亿元。

爆发式的增长， 无疑会带来
人才“井喷式”的需求。

据有关机构统计， 仅3D打印
一项，目前我国的专业人才缺口就
超过千万。其中，制造行业对3D应
用人才需求最大，缺口约为800万
人，能把构想与技术结合进而应用
于实际生产的技术人才少之又少。

在鲁君尚看来， 新经济新产
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创新型人
才，更呼唤大量中端“数字化应用
型人才”。 目前掌握3D技术的人
才在我国远远不够， 体现出巨大
的缺口。

数字经济的大门不断开启，
数字化应用人才还需大力培养。
近日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特别指出，要
“发展三维成像定位等关键技
术”，“引导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发
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这无疑为
“数字工匠”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据新华社

本报12月18日讯 12月
11日，由广东省旅游局主办、
南方卫视承办的“2017全国
百家媒体广东行” 活动拉开
序幕。活动以“悦享冬日 暖暖
广东”为主题，作为2017广东
旅游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 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电视台、报社、电台、杂志以
及网络新媒体等100位媒体
记者、网络大咖走进广东，报
道2017广东旅游文化节，传
播广东冬季旅游的魅力。

100位媒体记者、网络大
咖分成粤西、粤东、粤北三条
线路，按滨海、乡村、生态等
三个主题展开采风报道，深
度体验广东的暖暖冬意，感
受南粤大地和夏日一样精彩
的冬日。

“广东冬天用温度款待
你!”。活动围绕“广东温度”话
题， 对广东的暖冬旅游特色
展开报道， 从广东天空的温
度、广东大地的温度、广东城
市的温度、广东乡村的温度、
广东记忆的温度、 广东生活
的温度、广东人的温度、广东
“家”的温度等方面诠解广东
不一样的冬季魅力。

■记者 黄文成

鸿雁归巢，游子归心。12月18日，第三届邵
商大会在邵阳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600
多名专家、学者、邵商代表齐聚邵阳，共商发展大
计，助力家乡建设。会上共签订合作项目61个，
总投资369.85亿元， 珠海横琴恒生源环保设备
制造基地、年产40万吨生物蛋白生产基地、红星
美凯龙商贸城等一批项目将落户邵阳。

邵商，已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湘商劲旅，成为
邵阳新发展力量。

■记者 杨田风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
邵阳人， 哪里有邵阳人哪里
就有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在全球经商兴业的邵
商有100万之众，在东南亚就
有10万人， 邵商在全国建立
了46家异地商会，企业会员2
万多家，涵盖100多个行业和
领域。

“邵阳的优势是邵商，邵
阳的发展潜力在邵商。” 邵阳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文密表示，将支持广大邵商
创新创业发展、集聚邵商力量

推动邵阳新发展。
在12月17日晚“对接邵阳

商会 建设新邵阳”暨“百万邵
商游家乡”推进会上，8家邵阳
旅行社与商会代表签订了旅
游合作协议，标志着邵商“旅
游回归”拉开序幕，而旅游只
是邵商对邵阳发展带动的一
小部分。 在18日的邵商大会
上， 共签订合作项目61个，总
投资369.85亿元。其中合同项
目52个，引进合同资金299.34
亿；协议项目9个，引进协议资
金70.51亿元。

签订合作项目61个

回乡创业的邵商不仅在
产业发展上成为重要力量，在
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上同
样贡献了邵商力量。湖南华兴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向
长江，回家乡岩口镇担任向家
村村主任 ，3年来累计投入
4600多万元进行产业扶贫，向
家村成为隆回县第一个整体
脱贫村。又如湖南民企先行者
曾小山，2001年回家乡率先投

资兴办规模工业企业， 斥资
1.8亿元在家乡邵东县流泽
镇，一年半后，一个国内先进
的铝板、铝带、铝箔生产企业
投产，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年缴税金500多万元。

在邵商大会上，还举行了
“万企帮万村”扶贫结对仪式，
“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
得者向长江宣读了“万企帮万
村”倡议书。

回乡助脱贫攻坚

“3D码农”紧缺！
“新经济”急需大量“数字工匠”

时光匆匆，2017年也即将进
入尾声。告别金秋后，冬天的气息
越来越浓烈， 对于热爱旅游的人
来说， 凛冽的寒风并不能阻挡出
行的脚步， 冬天也有着它独特的
风情和魅力。

下司古镇地处清水江上游，
位于凯里市西偏南部， 是贵州省
省级风景名胜区。这两年，下司古
镇虽然多次修缮， 但始终坚持修

旧如旧，旧容新貌兼容，古巷新街
并存，“吃货天堂” 食黔街、“古韵
风味”明清街、“时光倒流”码头街
等街道共同形成了下司古镇饶有
生趣的历史文化景观。 下司是一
座拥有600年历史的尘封驿站，
历经岁月的磨砺， 留下来许多多
元文化融合的建筑，民国建筑、徽
派建筑、岭南建筑，甚至还有西洋
建筑等， 形成现在多彩斑斓的建

筑风貌。每次进入下司古镇，总有
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唱着最原
始的敬酒歌， 端上一碗香甜的蓝
莓酒，送给远方的客人。

历史悠久的下司古镇，“食”
的传承也丰富多彩。 下司是一个
多民族聚居的小镇， 也就造就了
多元的饮食习惯，在下司，每当周
末假日， 各处的旅客呼朋引伴举
家前来， 漂流戏水、 访古探幽之
后，悠悠然面水临窗，点上一两样
佳肴，大快朵颐，尽兴享受这忙碌
人生难得的清闲。 经济信息

遇见生活，遇见下司古镇
———宝中旅游为您带来黔东南地区风景地介绍

全国百家媒体
体验“广东温度”

12月18日， 洪江
市岩垅乡星火村，果
农在采摘柑桔“黄金
贡柚”。黄金贡柚实为
通过嫁接选育而成的
柑桔，因皮成色金黄、
个大，果农取名为“黄
金贡柚”。

杨锡建 吴晓金 摄

采摘
“黄金贡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