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3日， 龙玉莲在教
唱苗歌 。 保靖县葫芦镇木
耳村苗家阿婆龙玉莲12岁
开始学唱苗歌 ， 至今已唱
50年了 。 为了传承苗歌 ，
她培养了近百名苗歌手。

向万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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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或

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宋凯楚 男 汉
族

湖南
衡山 1954.09 大学 法学学士

一级高级法官 中共党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 党组成员

明确为正厅长级干
部

李 微 女 汉
族

湖南
邵东 1958.07 在职研究

生
管理学博士
一级高级法官 中共党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 党组成员
明确为正厅长级干
部

印仕柏 男 苗
族

湖南
桑植 1965.04 在职研究

生 法学博士 无党派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明确为正厅长级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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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陶海音

高速公路路面如果结冰，如何迅
速有效去除？高速公路上如果发生事
故， 施救人员如何获悉事故地点？我
省今年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在力图
破解这些难题。

全省于12月下旬集中通车的15
条高速公路，其实也是一条条闪耀着
智慧之光的科技大路。

智能除冰系统取代人工
12月上旬的湘南大地已进入寒

冬，记者驱车行驶于厦（门）蓉（成都）
高速汝郴段，一路穿山越岭，在蒙蒙
烟雨中饱览沿途美景，仿若置身于人
间仙境。

行驶至黄家陇特大桥上时，汝郴
高速公司总工黄达打断了记者的思
绪。“汝郴高速沿线所处的地理位置
在冬、春季常有冻雨、霜冻等恶劣天
气，桥面非常容易结冰，对行驶车辆
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加大人力除冰，不就能抗冰保畅
吗？

“由于山区桥梁比普通桥梁高，
因此也比普通路面更容易结冰 。”黄
达介绍，经监测，黄家陇特大桥一年
中桥面结冰天数有35天；拗山镇高架

桥一年中桥面结冰天数高达41天 。
“仅靠人工除冰并不能迅速有效。”

汝郴高速公司在全国首次引用
桥面智能除冰系统，代替传统的人工
除冰。

“该系统通过道路表面装有的传
感器，自动检测桥面状态和相关气象
信息，并传输到远程电脑系统。一旦
路面温度接近结冰临界点，电脑就会
发出指令，安装在安全护栏上的喷嘴
便会自动喷洒出除冰液，从而达到防
冰和除冰目的。”黄达解释。

黄达透露，传统除冰手段为人工
撒盐，撒盐难以及时，盐对桥面有损
害；而智能除冰系统采用醋酸钾除冰
剂，无毒无害，并能有效预防冰、雪、
霜引发的交通事故。

光能无线系统监控路面
记者在衡桂高速、宁道高速等多

条高速公路行驶时发现，在道路两旁
每隔2公里左右便可见一根高约10米
的监控立杆设备。与普通监控设备不
同的是，这种设备的顶端装着一架小
小的“风车”，在立杆的中下部则安置
了两块太阳能板，“风车”随风不停转
动，十分抢眼。

“这是利用风能和光能为高速公
路监控系统供电的智能系统。”衡桂高

速公司总监李海波介绍，只要有风、有
光，就能为监控设备供能。这种供电方
式既绿色环保， 又可避免挖埋电缆对
路面造成破坏。“挖埋电缆造价较高，
有时电缆还会被盗， 采用风能光能供
电，可节约成本100万元以上。”

更绝的是，这套智能供电监控系
统还可实现远程无线监控。 也就是
说， 路政人员在进行路面执勤时，可
通过无线装备实时监控路面状况。

“连一只打火机掉在地面上都能
发现，” 衡桂高速公司常宁监控分所
所长卢桢笑着解释，这是衡桂高速公
司在全省首次应用的基于3G的交通
无线监控系统。“这套系统全天24小
时工作，可以不错过系统覆盖路面的
任何一个路况信息。”

“预应力智能张拉 ”
确保“桥坚强”

桥梁往往是高速公路的关键工
程。如何确保桥梁安全稳固？

记者在通平高速采访时获悉，通
平高速公司在全国率先研发应用旨
在确保 “桥坚强 ”的预应力智
能张拉系统，并已在我省30多
条在建高速公路及湖北、福建
等10余省区的高速公路建设
中推广。

“预应力施工是保证桥梁结构质
量安全的关键工序。这套智能系统比
传统人工技术，能更有效保证桥梁预
应力施工质量。” 通平高速公司经理
罗卫华介绍。

“举例来说，如木桶，在还没装水
之前采用铁箍套紧桶壁，便可对木桶
壁产生一个环向的压应力，木桶就不
会开裂漏水。” 罗卫华解释，“同样道
理， 桥梁在把梁板投入使用之前，人
为地在梁下部施加压力，便使得梁下
部受压，上部受拉，而不会垮塌。这就
是通俗意义上的预应力。”

罗卫华介绍， 在传统施工中，预
应力张拉技术一直依靠人工操作，所
有技术数据均通过人工收集、 记录，
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桥梁预应力智能
张拉系统，通过计算机控制就可全自
动完成张拉，施加的预应力大小能得
到精确控制。同时，实施计算机智能
控制， 极大降低了人工预应力施加
不足或超过引起的桥梁开裂、 下挠、
破坏等风险， 有效确保了桥梁质量，
延长了桥梁寿命。

禹振华

没有隆重的仪式， 没有热闹的场
面，我省15条共1216公里高速公路，23
日“悄悄”集中通车。凛冽的寒风中，周
强、徐守盛等与公路建设者一一握手，
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和慰问。

这犹如一股怡人春风， 成了津津
乐道的社会话题，让老百姓倍感亲切，
体现了我省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

“从政治局做起” 的八项规定，
“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是要实现改
进工作作风的“从我做起”。我省15条
高速公路“悄悄”集中通车，一片安静
祥和的氛围，“从简务实 ” 成为关键
词，就是在“从我做起”。

八项规定 ， 处处强调 了 一 个
字———“简 ”。简约、简朴、简化、简从
等等，都可从中延伸出来。一切从简，
说起来容易， 真正落实起来却很难，
尤其是庆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庆
典很有生命力，只要有大事、喜事，老
百姓都喜欢听个“响”，凑个热闹。

但是，老百姓自家逢喜事喜欢听
个“响”，并不代表重大工程 、重大活
动就一定要搞庆典。但凡庆典 ，总是
要花钱的。逢“庆”必“典”，容易给老

百姓留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片面追
求轰动效应的印象， 而不惜血本，则
更是败家子行为 。空谈误国 ，庆典过
多过滥，也是一种空谈，同样误国。

改进工作作风， 改进会风文风，
重在落实 ，难在细节 ，对待庆祝仪式
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15条高速公路
集中通车 ，对于我省来说 ，肯定是大
喜事，按惯例搞个集中通车仪式也无
可厚非 ，却如此 “从简 ”，鲜明表达了
省委省政府的态度———改进工作作
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说 ，而在于
做，在于“从我做起”。

“悄无声息 ”通车 ，效果更好 ，成
了津津乐道的社会话题就是证明。工
程之大，不在于庆典之大 ，而在于实
际效益之大 ；工程之好 ，不在于庆典
之好，而在于情系民心之好。当然，也
不是说所有活动都不应该搞庆典，但
有一条不变的规则 ， 那就是必须节
俭，力戒奢靡。

如果说 ，15条高速公路集中通
车，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那
么通车无庆典，也将带来巨大的无形
资产。 有了表率行动的坚定起步，就
能期待治本制度的出现；伴随治本制
度的改进完善，就会最终推动改革向
着人民群众满意的方向前进。

15条高速悄悄通车的
“从我做起”

15条高速公路集中通车的大喜事，能如此“从简”，鲜明表达了省委
省政府的态度———改进工作作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说，而在于做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南车电机”为
京深高铁提供核心动力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夏伟雄 朱剑飞 ）
今天 ， 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京
深高铁以全程7小时59分正式运
营 。 中国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
司再次为主力车型CRH380A提
供核心动力。

据介绍，京深高铁跨度达到
2298公里，为世界高铁之最。从南
至北 ，温差很大 。为了确保牵引
动力平稳、安全、可靠，牵引电机
采用200级绝缘、高速轴承等先进
技术 ， 并采用强迫通风冷却方
式。其牵引变压器采用F级绝缘、
全密封油浸技术，并采用世界领
先的难燃性硅油冷却技术。一系
列先进、成熟的技术确保电机、变
压器稳定运行。 自2008年以来，
“南车电机”先后为武广、京沪等
每小时300公里速度等级高速动
车组提高核心动力， 已经顺利通
过近300万公里的 “运行大考”，
运行质量“零缺陷”。京深高铁开
通后， 从长沙到北京的时间从原
来的14小时减少到5小时40分，大
大缩短了运行时间。 此次服役京
深高铁全线， 公司派出技术专家
组及优秀的技工队伍， 全天候驻
守京深沿线北京西、北京南、石家
庄、郑州东、武汉、长沙、广东南、
深圳北、 西安北等9个动车所，确
保高铁运行安全、舒适、快捷。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何国庆）
今天， 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和省检察
院联合共建的省法务会计研究基地在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挂牌。 基地为我省
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也是国内由教育主管部门立项建
设的唯一法务会计研究基地。 它的成
立将为检察、纪检、刑侦、财税、审计等
相关部门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学决
策、反舞弊、反假账、反腐败、反侵占和
加强风险管理提供智力支持。

省法务会计研究基地集合了我省

该领域研究的一批领军人才， 他们将
在法务会计、产权会计、司法会计诉讼
和司法会计鉴定等4个研究方向开展
研究。 依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学
专业招收培养法务会计方向本科学
生， 与相关高校联合培养法务会计硕
士、博士生。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争取
在3年建设期间，将基地建设成为国内
法务会计的学科研究基地、 人才培养
基地、学术交流基地 、实务支持基地 、
咨询服务基地， 使法务会计科研水平
在全国居于显著领先地位。

为反假账反腐败等提供智力支持

省法务会计研究基地挂牌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

督 ，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
度 ， 现对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
下列3名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
职人选思想作风 、 道德品质 、 工作
能力 、 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
题 。 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 、 电话 、

网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
为便于了解情况 ， 请举报人签署或
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 所
举报的问题 ， 必须真实 、 准确 ， 内
容尽量具体详细 ， 并尽可能提供有
关调查核实线索 。 严禁借机造谣中
伤 ， 串联诬告 。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 ： 2012年12月25日至
2012年12月31日
受理举报单位 ： 湖南省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处、 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 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 0731-12380
举报网址： 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 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2年12月24日

搭上高科技“顺风车” ———写在全省15条高速
公路集中通车之际（二）

传承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
讯员 刘玉晖)烟农“点菜”，技术人员“配
餐”， 上门入户一对一传授各种专业技
术；利用信息技术，让烟农足不出户，便
可知有关烟草生产技术、市场需求、气象
预警等信息……日前召开的全省烟草
系统科普工作座谈会透露，湖南省烟草
学会精心组织科普活动，在烟叶主产区
建起55个烟草科普站，送技术送服务，科

普阳光惠及全省千万烟农。
为普及推广烟叶生产先进适用技

术，提高烟叶生产水平和烟叶质量，省
烟草学会组织， 在全省各大烟叶主产
区建设烟草科普站，通过通俗的语言，
生动的实例，大力普及平衡施肥、大田
水分管理、 中耕培土、 病虫害综合防
治、密集烤房烘烤等烟农最需要、最欠
缺的知识。

55个科普工作站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湖南千万烟农享受科普阳光

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