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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160公里！磁浮2.0版列车株洲下线
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列商用中速磁浮列车 最大载客量500人
本报6月13日讯 最高运行时速
可达160公里，最大载客量为500人！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列商用中速
磁浮列车在株洲成功下线。该列车由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湖南
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共同研发与生
产，是目前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短定子
磁浮列车。

要闻快递

借助“大数据”
288件发明专利被查封

比磁浮快线更快、载客更多

6月13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列商用中速磁浮列车下线。 通讯员 黄非白 摄

此次下线的中速磁浮列车，完全
按照商业运营标准进行自主研发、自
主设计、自主生产。列车短定子感应
直线电机牵引，常导磁吸式悬浮，3节
编组，其运行的轨道、供电系统、信号
控制系统与现有中低速磁浮完全兼
容。列车设计最高运行速度160公里/
小时，将原有100公里/小时的中低速
磁浮提升至了中速的速度区间（160
公里/小时—250公里/小时）之内。
2016年开始运营的长沙磁浮快
线，设计最高时速100公里，每列车
最大载客量363人。 据三湘都市报记
者了解， 今天下线的这列商用磁浮
2.0版列车， 充分吸取了长沙磁浮快
线列车研制和运营的经验， 相比之
下，具有速度更快、载客更多、技术更
优等特点。列车主要有哪些创新？湖南
磁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列车是世界首
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浮列车，搭建
了2800毫米车宽的世界时速最快的短
定子直线电机牵引磁浮列车平台；列车

优化了牵引辅助系统设备设计，载客量
提升至500人。同时车辆各系统在设计
时均注重了轻量化，采用了大量新结构
及新型材料，如车体采用铝合金与复合
材料相结合的复合顶盖等。

有望8月份进行测试
2016年9月，湖南省政府与国防
科技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
共同组建的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
心为平台，开展新一代的中速磁浮交
通系统的技术攻关工作。中速磁浮列
车的成功下线，是本次技术攻关最关
键的标志性成果。
到目前为止， 中速磁浮交通系统
整体研发进度已完成75%左右，预计今
年8月份左右中速磁浮列车将在长沙
磁浮快线上进行测试验证，整个中速磁
浮交通系统的全部研发工作将在年内
全部完成，届时有望成为世界首例用于
商业运营的中速磁浮交通系统。

本报 6月13 日 讯 专 利
权作为无形财产， 可作为人
民法院财产保全的对象。日
前，被申请人郭某因涉合同
纠纷案， 名下的288件发明
专利被查封。这是省知识产
权局、省高级人民法院借助
大数据功能联合办理的首
个财产保全案例。 据了解，
该专利财产保全案件的成

延伸
可应用于城际、市
郊等交通领域
“更轻、更快、更经济”
的短定子中速磁浮交通
系统，能更好地发挥磁浮
科技含量高、 噪声低、工
程造价低等优点，不仅可
用于城市公共轨道交通，
也可以在市域铁路、市郊
铁路、城际铁路等中等距
离的铁路干线进行应用。
据 介 绍，下 一步 ， 湖 南 省
也将在省内后续磁浮项
目中，对中速磁浮交通系
统进行示范应用。
■记者 陈月红 董可可
通讯员 黄非白
实习生 李红

功执行得益于“专利司法查
控服务平台”， 它是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门针对法院执
行专利财产保全案件而开
发的一套信息系统。运用该
平台执行财产保全，解决了
专利查封裁定邮寄费时、中
转程序繁琐、办理周期偏长、
效率不高等问题。
■通讯员 周闯 记者 陈舒仪

湖南省检察机关
依法对唐国栋提起公诉
本 报 6 月 13 日 讯 昨
日， 湖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原总队长唐国栋 (副厅级)涉
嫌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一案， 经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 由永州市人
民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书指控： 被告人唐国栋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
巨大；其财产收入、支出明显
超过合法收入，数额巨大，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李少坤

走出开放强省新路径
—湖南怎样推进开放崛起五大专项行动
——
2018年4月，三湘大地
雨量丰沛，草木繁茂，江河
满盈。岳阳城陵矶港水面开
阔，大量“湘品”在这里漂洋
过海，世界各地的货物也从
这里进入湖南。2017年，超
过40万标箱的货物在此中
转。
长沙铁路货运新北站，
每周都有3～4列满载电子
产品、湘绣、茶叶等商品的
“湘欧快列” 从这里一路向
西，驶往塔什干、莫斯科、杜
伊斯堡……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每
天都有飞机起降，旅客年吞
吐 量 2017 年 突 破 2000 万
人次，位居中部第一……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提出了开放崛起五大专项
行动。开放崛起战略正转化
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经
由五大专项行动的实践，向
全球讲述湖南波澜壮阔的
开放故事。

五大开放专项行动
是如何提出的？
“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
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
结合部的区位优势。”2013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期
间，对湖南提出了“一带一部”的
崭新定位，从战略高度重构湖南
经济发展新坐标。 湖南省委、省
政府认真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精神，将新的定位化作
制定发展战略的基石， 提出了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并把
建设开放强省列为建设五大强
省的目标之一。
开放崛起战略，把握了时代
脉搏，切合湖南实际，是把“一带
一部”区域定位落到实处的必然
要求，是湖南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
开放是披荆斩棘、久久为功
的艰辛事业，既要有迎难而上的
决心与勇气，也要有知行合一的
务实与担当。2017年7月，省委十
一届三次全会就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出台一揽子方案——
—
“451”行动计划。其中“5”，即五
大专项行动：对接500强，提升产
业链；对接“新丝路”，推动“走出
去”；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对接
“北上广”，优化大环境。从清晰

的发展定位到引领全面的战略
部署，细致精准的行动方案再演
绎为热火朝天的现实，顶层设计
逐渐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

为什么是
这五大开放专项行动？
阻碍 湖南 开放 崛 起 的 问 题
究竟在哪里？ 如何组织突破？正
是结合了思考与实践，湖南提出
了开放崛起五大专项行动。
毋庸讳言，虽然湖南近几年来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沿海地区
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如产业链
较短，深加工能力不足；先进制造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还不够
大；等等。提出“
对接500强提升产
业链”， 核心内容就是瞄准世界
500强、国内500强、民营500强，
全力招大引强，实现“强链、延链、
补链”，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走出去” 方面，“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深入推进实施，但湖南
“走出去”的项目落地时具有散、
小、差、乱等现象，甚至出现恶性
竞争和国际不良反应，最缺乏的
就是抱团出海和智力支撑。“对
接新丝路推动走出去”， 就是要
加快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
略，引进和培育外贸龙头企业和
新型业态，推动湖南产品和产能
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

湖南开放平台数量居中西部
第一，但与此同时，很多开放平台
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此外，目
前湖南国际物流渠道不畅、 成本
不低、效率不高、质量不优的问题
依然存在， 与中部其他省份的差
距较大。“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
台”，就是要对接国家自由贸易试
验区，强化口岸、综保区、园区等
各类平台的支撑作用， 畅通国际
物流大通道， 加快申报中国 （湖
南） 自贸试验区和推动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扩围。
从古至今，湘商都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中坚之一。目前，海内
外湖南商会已发展到300多家，
拥有会员企业60000多个， 连接
着大量资产和人才。如何依靠这
股宝贵的力量更好地促进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湖南提出了“对
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开放行
动， 引导广大湘商回湘创新创
业， 着力推动湘商总部回归、产
业回归、 资本回归和人才回归，
强化湘商回归服务。
近年来，湖南投资环境不断
改善，但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
差距明显。“对接北上广优化大
环境”行动，将全面对标北京、上
海、广东等发达地区，打造国际
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具
体包括优化审批环境、 成本环
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创新环
境、服务环境和通关环境。

五大开放专项行动
如何组织实施？
站在省级层面，实施开放崛
起，围绕五大专项行动，将着力
推进五大重点项目工程。
一是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载
体， 组织实施综保区百亿级美元
项目， 力争到2020年海关特殊监
管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00亿美元
以上； 二是打造以中兴供应链为
主体，一达通、浩通等平台企业为
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 力 争到
2020年综合服务平台进出口总额
达到100亿美元以上； 三是以金霞
保税物流中心为载体，以国际化物
流体系为纽带的跨境电商百亿级
美元项目，构建中部区域性物流集
散中心；四是着力引进一批外向型
实体龙头企业和加工贸易项目，力
争引进企业新增进出口额100亿美
元以上；五是以长沙为枢纽，以黄
花机场等口岸为支撑， 以航空物
流、湘欧快线等为重点，整合物流
形态，打造国际化物流体系。
加快 推进 湖南 开 放 崛 起 战
略， 围绕五大专项开放行动，基
层政府和园区应当做好两篇文
章：把湖南的产品、产能推出去，
特别是推到国外去;把域外的资
金、技术引进来，特别是把境外
的资金、技术、人才引进来。
（省委宣传部供稿 执笔：湖
南日报周月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