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曹娴 通讯员 李薇）19日， 安邦保险
湖南分公司首届客服节在长沙开幕。
客服节以直赔直汇为核心内容，全面
展示安邦保险的移动查勘 、 自助查
勘、代步车等优势服务项目 ，提出了
“保险移动查勘新生活”的新理念。

启动仪式上 ， 安邦保险展示的
移动查勘成为一大亮点 。 该公司负
责人方福平介绍 ， 安邦保险投入巨
资 研 发 了 Andriod
系统和 iOS系统 i鄄
Phone 及 iPad 的 移
动客服、 自助理赔
软件与设备， 并全
面投入使用， 客户
可以在事故现场与

安邦保险的核赔人员通过移动终端
在线互动 ， 实现 “秒杀 ” 理赔 ， 30
分钟内即可处理一件3000元以下的
小额简易赔案。

本次客服节持续1个月， 活动期
间 ， 安邦保险还将为客户提供代办
年检 、 为星级客户提供机场接送 、
现场救援等特殊服务 ， 并为每一位
出险的客户赠送爱心伞和爱心水等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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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通讯员 李苗
记者 何国庆） “信息来源纷繁复
杂， 权威还靠党报党刊”。 湖南农
业大学长期以来， 注重发挥党报党
刊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 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实抓好， 不
断拓宽党报覆盖面， 《湖南日报》
已订到学生班级。 到目前为止， 已
订阅2013年 《湖南日报》 900多份。
党报已成为农大学子聆听党的声音
的最佳选择。

湖南农大现有师生员工6万多
人， 为了让广大师生准确把握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 及时了解国
际国内形势，近年来，校党委采取切
实措施，扩大党报党刊征订数量。学
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党报党
刊订阅情况， 各院部处也充分认识
到党报党刊的重要性，主动配合。校
党委还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层层分

解任务，落实订阅责任。规定学校现
有的24个党总支（分党委）、598个计
划内本专科班、326个二级学院学生
班、91个研究生班必须订阅《湖南日
报》。 非“两金”自理处级单位、离退
休老同志、 学生阅报栏等确保订阅
《湖南日报》。 学校每年年初在经费
预算中明确列支主要党报党刊订阅
的专项经费。 由于对党报党刊订阅
的重要性上下都有高度共识，11月
中旬之前， 学校基本完成了明年的
党报党刊订阅任务。

在 《湖南日报》 等党报党刊进
班级后， 学校特别在学好用好党报
上下真功夫， 增添阅读设施， 改善
阅读条件， 在大学生中积极推进党
报阅读经常化和制度化。 每个星期
四下午全校除特殊情况， 统一不排
课， 各班级都要组织例行时事政治
学习， 学习讨论的话题都来自党报
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 从 2000年开

始 ， 学校还举办 “学生党员看党
报” 的活动， 全校学生党员积极参
与， 每个学生党员基本做到党报阅
读不间断。 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
学校还设立专门的党报阅读点， 学
校提供 《湖南日报》 等党报供师生
阅读 ， 师生们通过阅读 《湖南日
报》 十八大专题报道和特刊， 深刻
领会十八大报告的精神。

“党报刊登的东西准确 、 权
威， 让人方向感很强”； “报道越
来越贴近普通百姓， 和我们大学生
也没有距离感”。 经常化和制度化
的阅读， 党报在农大大学生中有了
一批忠实的 “粉丝”。 这群 “粉丝
们 ” 受益后 ， 在一年一度的暑期
“三下乡” 活动中， 还把自己长期
收集的党报重要报道， 特别是关于
“三农” 的报道作为教材， 向村民
进行集中宣讲， 在分享阅读成果同
时， 也实现了党报的多次传播。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罗当） 今天上午， “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小新星爱心专项基
金 ” 在长沙设立 ， 小新星教育集团
捐款20万元 ， 用于资助我省贫困残
疾儿童教育。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于2008年7
月正式成立 ， 基金会积极开展有利

于残疾人康复 、 教育 、 就业 、 扶贫
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活动 。 目前 ， 有
10多家企业 、 团体捐款捐物 ， 在省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下分设了 “仁爱
基金 ”、 “闽商爱心基金 ”、 “伊宅
购爱心基金” 等9个专项基金， 为我
省贫困聋儿 、 自闭症孩子 、 脑瘫孩
子的康复、 教育作出了贡献。

水花岭煤矿事故
责任人一审获刑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唐红 蔡丹）11月20日，嘉禾县人
民法院对嘉禾县水花岭煤矿瓦斯爆炸
事故案作出一审判决， 雷衍先、 雷石
平、周柏展等3名事故责任人犯重大责
任事故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

2011年3月3日11时19分， 水花岭
煤矿发生较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人
死亡、3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306万
元。 经省煤矿安全监察局鉴定， 雷石
平、雷衍先、周柏展及何柏生（另案处
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雷衍先、雷
石平、周柏展，在煤矿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导致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 造成6人死亡的严重后
果，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重
大责任事故罪。

本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立洪 张莉

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一列清洁、
绿色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运行中所产
生的噪声仅相当于人们正常的说话
声，辐射只相当于一把电动剃须刀；一
架用途广泛的轻型直升机， 飞行一公
里，油耗只有1.6元；一辆穿梭于城市的
电动公交车，年节油率15%以上，尾气
污染物排放量减少50%……

这些装备有一个共同特点———都
与“轮子”相关。 在“动力之都”株洲，运
输装备制造业已经飞转的 “风火轮”，
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前行。

火车———风驰电掣出国门
11月2日，广州市政府和中国南车

正式签约，携手开发绿色、智能储能式
现代城市有轨电车交通系统项目。 同
时， 广州将在海珠环岛建设新型有轨
电车试验段工程（万胜围－广州塔），线
路全长约7.7公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
告诉记者，为这条线路研制的车辆，将
融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列车 、100%低
地板有轨电车等方面高端技术于一
体， 成为全球第一辆储能式现代城市
有轨电车。

作为工业湘军的排头兵，近年来，
“南车株机”所产电力机车占国内市场
一半以上份额。 他们自主研制的中低
速磁浮列车， 使我国跻身世界能研制
同类产品的4个国家之列。 目前，其产
品和服务已进入欧洲 、中东、中亚 、东
南亚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订单

总额突破100亿元。 今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出口5亿美元，助推中国南车进入
全球轨道交通行业前3强。

未来几年，“南车株机” 将与南车
电力机车研究所、 南车电机、 联诚集
团、中铁轨道等企业一道，共同将株洲
打造成世界知名的 “中国轨道交通
城”。

汽车———忽如一夜春风来
11月8日，记者走进北汽集团株洲

分公司，只见其总装线上一派繁忙，轻
卡、皮卡、轻客等产品源源下线。 显示
屏显示： 当天， 每小时有27辆新车下
线。

2008年， 北汽集团落户株洲高新
区，一期投资35亿元。 两年后，第一辆
车成功下线。 项目完全达产后，将年产
20万辆整车， 实现销售收入150亿元。
今年5月 ，北汽集团作出决策 ，拟在株
洲再投资60亿元， 建设年产40万辆整
车及发动机基地的二工厂。 届时，北汽
集团株洲分公司年销售收入将超过
300亿元。

新能源汽车也在株洲捷足先登。
去年9月， 市区39条线路上627辆

公交车 ，全部置换成 “时代 ”环保电动
车。 成为全国首个电动公交城以后，株
洲瞄准新能源汽车制造产业， 立足当
地南车时代、北汽株洲公司、南方宇航
3个平台 ，整合南车时代电动 、南车电
机、湘火炬、株齿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企
业， 正在释放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
效应和集群效应。

根据株洲市汽车产业“十二五”规
划 ，到2015年 ，全市将形成3家以上整
车生产企业， 力争全市整车生产能力
达到80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7万辆，

汽车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

飞机———蓄势待发冲天起
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诞生在株

洲，但株洲一直没有机会圆飞机梦。 因
此，今年10月14日，当两架轻型直升机
轻盈地从株洲飞上蓝天时， 株洲人激
动不已。 尽管这只是试飞，尽管这只是
美国罗特威中国总代理公司落户株洲
航空城后组装生产的首批飞机， 但株
洲人相信，株洲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2010年10月， 国家决定逐步开放
低空空域， 具有中小发动机研制优势
的株洲，航空产业空间骤然扩大。 同在
株洲航空城的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 ）有限公司 、中航动力机械研究
所 、中航湖南通发 、南方宇航等企业 ，
一个个摩拳擦掌。

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6亿元 ，组建 “中航湖南通
发 ”，生产航空发动机叶轮 、叶盘等核
心部件。

“外来户 ”山河智能不甘落后 ，投
资4亿元在株洲建设飞机制造基地。 基
地分两期建设， 将生产系列轻型飞机
及公务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
等，年产飞机1000架、航空发动机4300
台，年产值逾10亿元。

根据规划， 株洲将重点发展航空
转包以及螺旋桨叶、 精密机械传动装
置、中小型地面燃气轮机、中小航空发
动机、 中轻型直升飞机与通用飞机制
造与运营、航空维修等。 到2015年，使
中小航空产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形
成体系完整的航空产业集群。

今年前10个月 ， 株洲市铁路 、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装备制造业，
共完成产值437亿元，同比增长15.9%。

11月21日， 湖南师范大学的红烛工程志愿
者在帮助买菜的老人。 2008年， 该校100多名
学生组成红烛工程志愿者服务队。 4年来， 志
愿者坚持每天为附近的50余户老人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踏上“风火轮”
———株洲加快发展运输装备制造业纪实

把党的声音传达给广大大学生

湖南农大党报订阅到班级

友阿股份加快
市州布局
邵阳友阿购物中

心预计2014年开业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在二

三线城市建设大型城市综合体已成为
百货零售业的一股热潮。 友阿股份与
邵阳市瑞阳房地产公司今天在长沙签
订协议，友阿斥资3.2亿元购买邵阳国
际商业广场3万多平方米的商业房产，
建设邵阳友阿购物中心 ， 预计将于
2014年开业。

“到2015年左右，友阿股份在省内
市州布局的成果将完整呈现。 ”友阿股
份董事长胡子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继2011年投资郴州友阿购物中心城市
综合体后， 友阿百货加快了向省内各
市州的拓展步伐， 邵阳友阿购物中心
项目是友阿股份自上市以来开辟新的
地州市场的第一个项目。此外，友阿股
份还在常德、衡阳、岳阳、益阳等多地
进行密集调研， 争取再开发3至5家大
型购物中心或城市综合体。

说基层镜

小新星爱心专项基金设立
资助贫困残疾儿童教育

安邦保险湖南分公司首届客服节启动

小额赔案移动查勘“秒杀”理赔

麻阳民间绘画
走出国门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路亚萍 田刚） 今天， 从奥地
利布尔根兰州首府艾森斯塔特传来喜
讯， 在奥地利举办的中奥文化艺术产
业交流展上， 麻阳苗族自治县现代民
间绘画作品受到热捧， 从11月8日展
出以来， 观众已有上万人。

麻阳共有40幅民间绘画作品参
展， 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
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新
生活、 新变化、 新风貌， 内容鲜活 ，
沾着苗乡泥土气息， 色彩美丽大方 。
奥中友协从40幅作品中精选出7幅 ，
将在2014年奥地利举办的全国画展中
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