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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武汉 6 月 20 日电(记者
徐海波 、陈俊)谢元德今年 68 岁
了，仍奔波在科研和市场一线。作
为“中国光谷”知名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企业盛隆电气集团的董事长，
他正带领公司进行二次创业。

“我的‘二次创业’刚刚开
始。”谢元德说。

时光倒回 40 年前。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年
仅 28 岁的湖北枣阳小伙儿谢元德
敏锐意识到机遇来临。 1979 年 5
月，谢元德带头， 6 个乡亲按下了
手印入股，在枣阳王城镇的一块空
地上，搭建起一个简陋的工棚，办
起了“五一三联合经营体”，成为
当地首家民营企业。

刚开始，企业从事水泥瓦、五
金构件、预制板、电线杆生产、建
筑业施工、修理、食品等各种生
意，搞得红红火火，规模不断扩
大。 1984 年，谢元德开始进军电
气设备行业，创办了鄂北电气遥控
设备厂，此为盛隆电气集团前身。
后来，公司又迁到了武汉。

如今，盛隆电气集团已壮大成
为拥有 7000 多人、 12 家子公司、
产品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
值过 100 亿元的大型高新技术企
业，成为我国用户端智能配电行业
龙头厂商。近几年，集团销售额每
年都以 5 0% 以上的速度高速增
长。

从小县城走进“光谷”的谢元
德并不满足于现状，现又率领团队
开始了二次创业。他的志向是，依
靠科技创新，走向全世界，成为智
能用电行业全球领先企业。

他向记者表示，当今世界，配
用电领域正在经历从“功能化时代”向“智能化时代”转
变；这种技术变革，给盛隆电气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必
须抓住。

“在过去 20 年的电力功能化时代，和外资品牌相
比，我们处在技术链条低端，但靠体制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弥补了这一不足，最终靠高性价比的产品、更贴心的服
务获得了用户和市场。”谢元德认为，二次创业成功与否
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

为此，盛隆电气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在智能变配电领域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在立足自主创新
的基础上，与知名跨国公司 ABB 、西门子、施耐德等开展
技术合作。

记者了解，为了创造、保持技术优势，盛隆电气已联
合清华大学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合作成立公司，共同致力于能源互联网研发、设计和建
设。目前，盛隆创新技术和产品已成功应用于数千个海内
外项目中。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谢元德每年重金聘请高科技
人才，并创立“盛隆大学武汉创业学院”，培养企业领军
人才。

“带领团队专注高端技术研发，致力于‘盛隆制造’
向‘盛隆智造’转型升级，这就是我二次创业的目标，说
到必定做到。”谢元德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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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 日，作为安徽东向发展与沪
苏浙西向拓展的交汇节点城市，宣城与省会
合肥、江城芜湖三地同时跻身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

作为长三角科研创新协同的公共平台，
G60 科创走廊被视为长三角城市群同城化加
速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

互融互通，等高对接，坚持科技创新，坚
守生态底色。宣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按下
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互融互通，拓展长三角“朋友

圈”交往新空间

以长三角沪苏湖合高铁全面开工为契
机，松江枢纽项目加快建设，汇集沪苏湖合高
铁、沪昆高铁、沪杭城际等 12 台 26 线，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不断优化，城市群之间人才、资
金、项目等要素加速交融，催化长三角城市群
的“同城效应”。

在宣城萧山共建的羽绒产业园，萧山新塘
街道办财统科科长喻国强还有另一个身份：驻

园区联络办主任，职责是协调迁来的新塘羽绒
企业与宣城当地产业园的关系。

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张
勇介绍，一期落户羽绒企业 21 家，从原料采
集、羽绒生产到羽绒制品的完整产业链已初
步形成，二期还会开发与羽绒相关的工业旅
游项目。

张勇感慨，宣城和萧山两地通过羽绒产
业园共建，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两地
的干部通过交流接触带来了观念作风的转
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渐入佳境，苏浙
沪皖干部之间互动交流日渐常态化，拓展长
三角朋友圈“交往”的新境界。

2017 年，宣城市分两批选派 55 名优秀
中青年干部到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温州市
等地挂职锻炼，湖州、南京、杭州、常州等
地也派干部分赴宣城各地考察回访。

宣城的挂职干部不但学习了经验，还带
回了对接项目 138 个。宣城市国税局局长查
永泉说，以前是“企业围着政府转”，现在
是“干部围着企业转”。

科创驱动，“朋友圈”开启长

三角协同新模式

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人才引领，与长三角
科研院所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宣城在长三角
创新协同链上找到了自身定位。

“我们 2016 年成立，引进苏浙沪等地软
件企业 67 家，产值超 7 亿元。目前已基本
建成软件培训中心、外包服务基地、众创空
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六大功能区，”宣城
智谷软件产业园负责人俞佺说，与苏浙沪地
区相比，宣城的区位、人力成本、综合环境
具备独特优势，长三角一体发展加速了人才
“凤还巢”，智谷产业园通过与长三角产业
链协同，实现分工合作，找到快速发展的路
径。

“人才去留看环境。”宣城市委书记韩军
如是说。

宣城市把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
为人才创新创业主战场，建立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113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8 个，50 多

家知名院所对接产学研合作项目 220 项。2017
年兑现人才奖补资金 1400 多万元。科创要素
的快速集聚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2017 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增长 17 . 1% 和 25% 。

共建共治，共筑长江经济带

绿色“金三角”

坚持发展和生态底线“同守”，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共建”。宣城将生态文明视
为融入长三角的优势资源，不断刷新绿色创
新发展的底色。

结合苏皖合作示范区建设，共同编制示
范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强化生态环境共建
共治。宣城与湖州等市合作创建宁宣湖杭生
态文明示范走廊，打造长三角重要绿色发展
阵地。推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南京、杭
州等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实行区域大
气环境信息共享。推动跨界水质联测，与湖
州市、常州市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监测与城市
内河水质监测考核通报机制。 (记者王菲)

互融互通 科创驱动 共建共治
安徽宣城打开长三角“朋友圈”协同发展新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记者张辛欣)交
个租金就能共享百万件服饰的“云衣橱”；输入尺
码和喜好，系统会智能推送专属时尚方案；点点
手机，物流就把下周的衣着和搭配送到面前……
继出行、住房之后，服装也加入了共享经济的大
潮。降低成本、丰富需求的共享租衣迅速在城市
白领和学生中流行起来。有研究显示，共享租衣
开辟了服装商业新渠道，将撬动万亿级市场。

新模式：如何破解“永远少一

件衣服”的尴尬？

打开门，从快递小哥手里接过衣袋，按天一
套套挂好，北京白领张楠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
对供职于投资行业的她而言，精致多变的造型
既是面子，也是工作所需。“既有大牌服装，也有
小众设计，包月随便租，还不用自己打理，为何
不试试？”租衣 3 个月，她越来越享受来自“云
端”的衣橱和时尚。

张楠只是众多租衣客中的一员。市场上
共享租衣平台多选用会员包月无限制换衣，
免费邮寄清洗模式。花钱少、选择多、不占地
等优势让其迅速在城市年轻女性中盛行。短
短几年就涌现出衣二三、女神派等诸多租衣
app，仅衣二三一家租衣平台就有超过千万
用户，超过 100 万件服装。

服装租赁不新，而将租变成生活方式，拓
出新市场，则需要一场对“租”的革新。
首先是定位。衣二三创始人刘梦媛告诉记

者，自己第一次创业瞄准婚礼、商务等场景的
高端奢侈品租赁，因为太过小众而不温不火。
后来发现，城市女性的痛点在日常着装。“都说
女人的衣橱永远少一件衣服，租衣平台就是要
破解这个尴尬。”刘梦媛说。

服务至关重要。第一就是卫生和品质。几
乎市场上所有租衣 app 都推出免费洗，不少
租衣 app 选择与专业清洗机构合作，提供洗
护保养。“衣二三与福奈特合作打造智能洗护
工厂，未来用户有望通过智能系统对下单衣
服实时追踪。”刘梦媛说。

物流不好也影响体验。租衣平台通过大
数据和智能管理系统，一方面加大热门服装
采买，一方面提前推测规划商品出入库时间，
并加强仓储物流升级。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说，目前共
享租衣用户大多为 20至 30岁白领，随着习惯养
成和市场扩大，租衣将被更多人接受。

新生态：能否打响“中国时

尚”新名片？

时尚意味着独特。满足不同用户喜好的
共享租衣，格外需要在供给上下功夫。以服装
为纽带，逐步建立起集合买手、设计师、制造
等在内的产业生态，共享租衣正逐步打出“中
国时尚”新名片。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说，租
衣加速了买手模式在国内普及，也用大数据
让其更加精准智能。

在市场端，先尝先试、可租可买的模式让
设计师更早“拥抱”用户。一些来自用户端的
共享让时尚更加普及。

在制造端，共享协同模式也加速设计师
的成长。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现金直采，市场
上的共享租衣更多采用平台分成模式，更有
平台与设计师协同设计制造，按租赁和销售
情况分成。截至目前，女神派、衣二三等平台
上集合过百个设计师品牌。一些制造工坊也
借助租衣平台向设计创意环节延伸，形成自

有品牌。
“共享租衣是一种全新的渠道和模式，

与零售并不矛盾，品牌商、设计师应抓住风
口提早布局。”鲁迅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教
授任绘说。

新秩序：怎样避开“成长的烦恼”？

共享经济蓬勃兴起，也在发展中遇到
一些问题。作为体验经济的共享租衣离不
开服务，不论是选衣、清洗还是仓储、物
流，都需要公开、透明、高质量的标准体
系。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和部门加快
构建起包括质检、清洗、消毒、熨烫等在
内的一整套服务的标准体系。同时加快探
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单品服装追踪，用新技术“增值”新
服务。

同时，还要构建互信互利的商业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有为认为，一
方面可通过完善和推广大数据信用体系，加
快政府部门服务信用体系、企业经营诚信体
系、个人信用使用和管理体系融合，更重要
的是用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和科学的奖惩机
制，加快信用意识和商业环境的培养。

美丽经济加速 共享租衣兴起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0
日电(记者郭雅茹、许苏培)
麦收过后，在河北省行唐县
只里乡北高里村的田间地
头，搂草机把秸秆三垄搂成
一垄，由捡拾打捆机“吞
下”压实打捆“吐出”，再
由抓包机装到运输车上，销
往电厂作为发电燃料进行二
次利用。

“以前，麦收后的秸秆
禁烧工作着实让人头痛，麦
秸都被当成废弃物堆在村头
地头，影响村里卫生不说，
还存在火灾隐患。”只里乡
有关负责人说，为了确保不
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每
到麦收时节，每个乡镇都要
派禁烧员昼夜驻村巡查。

“这几年实行机收作业
后，大量被粉碎的秸秆铺在
地表，浇水误工不说，还影
响下一茬玉米出苗率，增加
了病虫害。”北高里村村民
马老大说起过去的秸秆处理
就直皱眉头。

“今年好了，有人专门
组织打包队上门与村民对
接，一亩废弃麦秸给 5 到
10 块钱的收购费，麦秸变
成了‘香饽饽’。”马老大
说，现在田间地垄也整齐

了，大秋作物管理也方便了，农民的收入也
增加了。

为让秸秆变废为宝，着眼打造清洁能源
全产业链，行唐县引进了生物质发电项目，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今年我们以 3 万亩麦秸为试点，引进
现代农机将麦秸统一打包离田集中收购，为
公司 9 月份投产储备发电燃料。这 3 万亩麦
田的秸秆所产生的热量相当于 3000 吨燃煤
的热量。公司正常运行后将年消耗 30 万吨
农林废弃物，年发电量达 3 亿度。”中电行
唐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燃料部经理高志红
介绍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秸
秆综合利用的补贴力度，推广现代农业机
械，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让小秸秆实现大
作为。通过秸秆燃料发电，在全县建立起收
集、加工、运输秸秆供应全新产业链，带动
全县 1000 人就业，可为全县农民直接增收
900 多万元。”行唐县农林局有关负责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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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铛……铛……”一阵阵敲击声回荡在茫茫大
漠中又逐渐远去。先挥动扳手敲击铁塔，再用双耳辨识塔
材连接是否牢固，这是电力巡线工艾合买提·托合提巡线
作业中关键一环。

进入 6 月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温已升高至 40℃。艾
合买提和过去无数次巡线作业一样，再次徒步进入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有“死亡
之海”之称。站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上，飞架在沙海上的银线、
铁塔犹如一叶叶小舟，在延绵起伏的“死亡之海”若隐若现。

2011 年底，在这片沙海中，一条全长 563 公里的轮
台—塔中—且末—若羌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1542 基杆
塔成为世界最长的 220 千伏输电线路，创造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

自此，艾合买提所在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供电公
司运维五班也成为我国第一代塔克拉玛干沙漠线路巡检
人，承担起 865 基杆塔、315 公里的巡线任务，一年四季
从不间断地守护着这条通往新疆且末、若羌两县的电力
大通道，为两地 10 多万人口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保障。

上图：艾合买提·托合提(右)和同事在巡线。

下图：艾合买提·托合提在喝水。

新华社记者赵戈 6 月 13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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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6 月 20 日电(记者汪奥娜)记者从合肥市
运管处了解到，合肥市近日首开网约车平台罚单。违规
向无证驾驶员或车辆派单的滴滴平台公司收到首批 10 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总额 5 万元。

据悉，自 5 月 30 日起，合肥市开展网约车非法经
营行为整治，集中整治网约车平台未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违规向未取得经营许可车辆和驾驶
员派单、驾驶员或车辆无证经营、线上显示与线下实际
提供服务车辆或人员不一致等违法行为。截至 20 日，
已查处各类非法客运案件 334 起，其中网约车违法案件
192 起。

合肥市运管处通报显示，网约车平台违法行为突出
表现为违规向无证车辆派单，也有未取得经营许可的平
台违规从事网约车业务。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有滴滴出
行、首汽约车、神州优车等共 12 家网约车平台取得合法
经营资质， 8559 名驾驶员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 6602
辆车取得网约车运输许可或已提交申请。各网约车平台
公司已清理不合规车辆超过 63000 台。但仍有存量车辆
与人员申请许可进度较慢、少数网约车平台向无证车辆
派单等现象。

合肥首开网约车平台罚单

▲ 5 月 24 日，协会会长朱春勇(右一)在与龙田村朱
华生(左二)等村民协调灌溉用水。

江西万载县有一个非营利农民自治组织——— 鲤陂民间
水利协会，协会成立至今有 100 多年。由于协会水费收
取合理，灌区除困难户以外，没有出现一例农户不交或少
交水费的现象，对确有困难的农户，协会还实行减免水
费。如今，灌区横跨 5 个行政村 20 个村民小组，灌溉稻
田 1460 余亩，受益群众 2000 余人。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江西万载：

百年民间水利协会

让 2000 余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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