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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0日讯 今日，记者
从省住建厅获悉，2019年第一季
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项目
考评不合格名单已于近日公布，
不合格项目共138个。

本次公布的名单中， 长沙市
轨道交通芙蓉广场站地下综合开
发工程项目基坑支护工程因日常
监督按规定提出的整改要求没有
得到有效落实， 存在中标备案的
关键岗位人员未在岗履职等问题
被评为不合格；宁乡星澜之悦、祁
东县奥园新天地、长沙星城·星座
二期、湘潭奥园冠军城二期、湘潭
大汉·紫敬龙城一期等项目考评
等级均不合格。 ■记者 卜岚

第四套人民币“退休”
指定网点仍可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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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下旬， 中宣部在北京
启动“推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
题报道活动，展现各地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实践和典型经验。长
沙是除北上广之外，中央媒体采
访团集体踏访的首个省会城市。

连日来， 来自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
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的记者，
深入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长
沙高新区、湘江新区、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长沙经开区等重

点片区，用笔墨和镜头展示长沙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其中在
湖南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工业设
计研究院以及中南大学科技园
了解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的产学研转化； 在中联环境、天
仪研究院、梦洁家纺、博世长沙、
三一集团等企业调研了长沙智
能制造的发展成果；在“湘江智
谷” 体验了智能网联汽车的魅
力；在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感受了
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实力。

本报4月30日讯 2018年5月
1日起，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退
出流通， 并于2019年4月30日结
束为期一年的集中兑换。

4月30日， 记者走访了多家银
行网点，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从日
常业务办理情况看，第四套人民币
近年很少能见到了。”即便过了集中
兑换期，持有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
别的湖南市民可到指定的银行网
点兑换。收藏界人士建议，若是持有
品相不佳、收藏价值较低的残损人
民币，建议尽早去银行兑换。

记者走访了长沙多个古玩钱
币收藏市场了解到， 去年第四套
人民币停止流通的消息一出，市
场出现一波大热行情， 但没多久
又出现下跌，近期价格比较平稳。
比如，散张的100元钞票，去年三
四月份可以卖到180元，而现在品
相极佳的售价也只有120元左右。

不过， 品相较好的第四套人
民币都已出现了溢价收购。目前，
市场上第四套人民币的回收价
格， 普通散张1元的在2.5-5元，2
元的在10-30元，5元的在13-15
元，10元的在25-30元，50元的在
100元左右。 ■记者 潘显璇

400多天里，近300家企业落户
这个“最年轻”园区为啥这么受青睐？

从正式挂牌成立， 至今尚
不足一年零五个月， 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可以说是长沙
“最年轻”的园区。短短400多天
里， 已吸引294家企业注册落
户，其中“独角兽”企业也纷至
沓来。这个长沙“最年轻”的园
区，为啥让这么多企业青睐？

这里“网红”经济火
“马栏山”，既不养马，也不

是一座山， 因关羽大战长沙时
在此修圈养马而得名。 自上世
纪90年代末以来， 因坐落于此
的湖南广电而声名鹊起。 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面积15.75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约5平方
公里， 由湖南广电为核心的建
成区和浏阳河“第八湾”鸭子铺
的新建区组成。

4月29日，中央媒体“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 采访团记者
走进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在马栏山众创园， 各种“直播
间”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一档
直播栏目开播首日，5小时线上
直播，便创下52万的总销售额，
126万人次观看， 卖出了4吨樱
桃、3000斤香橙……”马栏山众
创园总经理余小海拿出手机上
的网上直播交易量截屏图，高
兴地和记者们分享该园内“网
红”的最新战果。

马栏山众创园项目是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产业园重点打造的文
创产业孵化器之一。目前，众创
园入驻的企业涵盖了视频内容
从创意、制作到发行、大数据、版
权交易、 商业变现的各个环节。

“独角兽”企业纷至沓来
“越来越多的视频文创方

面的人才，从北上广深回到或
者来到长沙，来到马栏山。”在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因
《火星情报局》一档网综节目声
名大振的银河酷娱创始人李炜
和团队成员便是从北京回到长
沙创业的。为啥选择回湘创业？
李炜表示，关键是因为长沙创业
环境好，“做视频产业最核心的
价值便是人才， 而马栏山则因
为传统电视优势有着人才聚集
优势，加上政策、房价等多方面
的优势， 进一步吸引着大家的
回流。”

2016年10月13日，省委书
记杜家毫在省委常委会上首次
提出打造“北有中关村、南有马
栏山” 的网络信息产业发展格
局。2017年12月20日， 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正式挂牌成
立。目前这里已吸引294家企业
注册落户，西瓜视频、字节跳动
等“独角兽”企业纷至沓来，其
中2018年实现视频文创企业产
值400亿元，成为了全省经济新
的增长点。 ■记者 陈月红

长沙将以智能制造统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发力，让“智造之城”的名片更闪亮

4月28日至4月30日， 中宣部组织中央媒体走进长沙开展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
动。4月30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接受了集中采访。
在与央媒交流长沙高质量发展时，他表示，长沙将始终瞄准智能
制造不动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把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推
向深入，让“智造之城”的名片更加闪亮。

■记者 陈月红

今天，胡衡华接受央媒采访
时表示，长沙发展智能制造可以
说是“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
云”。 长沙作为国内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 发展智能制造有基础、
有机遇、有条件。未来，长沙将以
智能制造统领产业转型升级，营
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促进各种资
源要素的协同共生。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要有进有退、有破有立。”胡衡华
说，近年来，长沙注重抢占产业
发展制高点， 在加快培育新动
能、 发展新经济上重点发力。通
过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等传统制
造业“老树发新芽”，重回历史最
好水平。一些体现高质量发展的
新增长点、 新载体也在不断涌
现，如移动互联网、智能网联汽

车、工业机器人、区块链等。据介
绍，未来，长沙将以园区为发展载
体，聚焦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
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五
大新经济形态”，强化新一代人工
智能、新能源、功能材料、信息终
端、生物基因、视频等“六大技术”
攻关，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
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移动
支付、分享经济、区块链“七大应
用场景”，推动高质量发展。

胡衡华表示，推动高质量发
展， 是长沙坚定不移的目标。今
年重点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和“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为高
质量发展找到着力点，推动高质
量发展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力争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出高质
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采访团踏访长沙

发展智造，好风凭借力

“为加强园区对外联系， 还规划了连接湖南烈士公
园、浏阳河两岸和金鹰片区的空中轨道，空中轨道预计明
年建成。”4月29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园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进行设计，在长沙地铁5号
线及BRT的基础上，结合双层街道，还布置了覆盖整个园
区的公交线路。

■记者 陈月红

未来可坐空轨往返烈士公园和马栏山

奥园冠军城等项目
施工不合格

4月29日，中央媒体“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记者走进长沙经开区三
一集团，在亚洲最大的智能化工厂———18号厂房调研采访。 记者 陈月红 摄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