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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刚 金慧 曾迪

11月28日上午，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
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现场嘉宾云集、“大咖”齐至，央企精
彩亮相。欲知其精彩之处，请跟记者一路探寻。

地铁磁浮最“吸睛”
这届博览会共安排了3个展馆集中展示

轨道交通产业， 展览面积4万多平方米，100
多家企业参展，不少展台布置得美轮美奂。人
气最旺、最吸睛的，还是长沙地铁和湖南磁浮
两个展厅。

设在W2展馆的长沙地铁展厅，整体布置得
如同一个宇宙飞船的船舱。头顶，长沙12条地铁
线路规划图如同一幅星云图缓缓转动；周边，大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长沙地铁的记录大片。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
设备、技术和生产采购中心，而湖南又是我国
轨道交通和高铁首屈一指的制造大省。”长沙
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晓明兴奋地表

示，此次博览会在长沙举办，必将推动长沙地
铁在建设、运营、管理上全面上台阶。

湖南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自主设计、 自主
制造、自主施工、自主管理的中低速磁悬浮线
路，设在W3展馆的湖南磁浮展台人气也居高
不下。 展台上一些运用磁浮原理布置的地球
仪、钢铁侠等模型悬空缓缓转动，众多参观者
纷纷掏出手机拍照。

大批企业“高大上”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高铁
和轨道交通发展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和市
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这届博览会上，一大批

“高大上”的参展企业展示着“中国力量”。
在中车集团展厅，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车

辆门、钢轨扣件、牵引系统、供电系统等难得一
见的动车组“内心”，更有动车组、地铁车辆、磁
浮车辆等大大小小的车辆模型，让人目不暇接。

“公司已形成完整配套的产业链，可以自主
研发、 生产国际先进的、 大规模的轨道交通装

备。”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透露，即将投入使用的长株潭城际列车，将
选用该公司生产的城际市域动车组， 该车一列
有8节车厢、座位510个，时速达160公里。

此外，中轨集团、中国通号公司、中国铁建
等行业重点央企也在博览会上，全面展示其轨
道交通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

笑容甜美志愿者
会场外， 各种大型的轨道交通机械设备

在阳光下争艳；会场内，干净整洁的会展环境
让人逛得舒心。

同样吸引人眼球的， 还有会场内外热心
服务的志愿者们。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是这届博览会的参展单位， 还派出了一支
200人的志愿者队伍服务大会。 学院负责人
介绍，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高铁”命名的高职
院校，迄今已培养6万多名毕业生，服务在普
铁、高铁、地铁各领域。这次学院选拔200名
优秀学生服务大会，以甜美笑容、热情服务赢
得了海内外嘉宾称赞。

陈永刚 曾迪

“中国高速铁路， 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
里，发送旅客超过了45亿人次，旅客列车正
点率超过90%。在经历了跟跑、随跑到领跑
的过程后，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
我国一张闪亮的对外名片。”11月28日，来长
沙参加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
暨高铁经济论坛的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铁
路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
接受记者采访， 一开口就以一串闪亮的数
字，表达一位老铁路人的自豪。

作为一辈子从事铁路运输、工程和高铁科
技研究与应用的专家，何华武见证了中国高铁

从无到有到强的全过程。他告诉记者，上个世
纪，铁路运输“一车难坐、一票难求”，老百姓过
年回个老家都不容易。党和政府做出了发展客
运专线、发展高速铁路的决策，在社会各界大
力支持下，我国高速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何华武说，现在，中国高速铁路在世界处于
领先地位，中国已成为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
国家。 高铁经济拉动了沿线城市群区域经济发
展，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提高了人民生
活质量。下一步，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将在现有基础
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智慧铁路网络。

“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此次在长沙举
办，是否意味着中国有了比肩柏林轨道展的
世界级展会？”记者问。

“我当然希望如此。”何华武笑着说，柏
林轨道展作为世界级博览会， 参展商超过
2500家，人数达到9万人，且一半以上来自其
他各国。长沙轨博会目前从规模来看，还达
不到柏林的水平，但就像高速铁路在中国的
跨越式发展一样，长沙打造轨博会的金字名
片，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湖南是轨道交
通和高铁制造大省， 聚集着一大批世界500
强企业和尖端科研生产单位；长沙有着良好
的区位优势， 是国内少有的高铁、 地铁、磁
浮、轻轨等多种先进轨道交通齐聚的交通枢
纽城市。未来，希望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加强
区域协同合作，让长沙轨博会吸引世界更多
目光，成为国际性品牌盛会。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靳晴）今天，在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
通博览会现场，中建五局展示的“皮肤式”防
水施工工艺模型等轨道交通领域多项新工
艺、新技术，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与关
注。

在中建五局展区，技术人员介绍了“皮
肤式”防水施工工艺模型，它通过喷涂速凝
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成膜后，与混凝土粘接力

强，可有效避免渗水，并具有良好的阻水能
力和钉孔自密性，长时间内对细小破坏具有
自愈性，形成真正的“皮肤式”防水，将其运
用到地铁车站建设中，防水效果明显优于传
统工艺。目前，这项工艺已成功运用到长沙
地铁4号线施工中。

绿色、安全，是地铁建设的关键，中建五
局不断创新，通过泥浆固液分离技术、盾构
管片工业化、车站厂棚化施工等技术，实现

了现场环境低碳化、施工工艺现代化，大大
降低了地铁施工对环境与市民的影响。

在地铁信息化体验区，中建五局地铁智
慧iBIM云平台全面展示地铁施工过程中的
各项参数、进度、外围环境数据等。在地铁施
工建设中，通过运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制作车站空间结构三维模型，可预先“透
视”车站每一个细节，从而更加合理、高效地
安排施工，也为维护管理提供充足的空间。

近年来，中建五局依靠技术创新与综合
实力，先后承建了以深圳地铁、长沙地铁、重
庆地铁等为代表的城市地铁和轻轨工程16
项共138公里。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李寒露
肖军 黄巍）11月28日，省委宣讲团赴常德、
怀化两市，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28日上午， 常德市举行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纪委正厅级纪检员、 省监察厅正厅级监
察专员刘大放作宣讲报告。 报告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全会审议通过的《准则》、《条例》，
系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经验、新成果，科学分析了当前党的
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释了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部署、新
要求， 深入解读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
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意义、目
标任务、基本要求和重大举措。当地党员干
部约500人聆听报告，他们纷纷表示，将以
这次宣讲为契机， 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把全会精神转化
为推进“新常德新创业”的强大动力，把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

28日下午， 在怀化市举行的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上， 省委宣讲
团成员、 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严华作了题
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宣讲报告。当地200多名党员干部聆
听报告。严华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全面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落实党内
监督责任、 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 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等5个方
面，用权威全面的阐释、精辟深刻的见解、
深入浅出的话语，解读了六中全会精神。在
场党员干部听了报告后深受启发、 深受鼓
舞，加深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他们表示，
下一步将结合本职工作， 以钉钉子精神扎
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张湘河）
11月28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州委
书记叶红专在会上要求， 认真学习领会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实质， 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 以省党代
会精神为指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提出， 全州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
战略和全局高度， 自觉把学习贯彻省党代
会精神与自治州各项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
来，加快推进扶贫开发、生态旅游业发展、
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4项重要工作。围

绕创建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进一步
提升规划、突出重点、积极创新，抓好工作
落细落实，为决战精准脱贫、冲刺全面小康
凝聚最大共识、汇聚强大力量。要把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精准脱贫攻坚
工作中去、 贯彻落实到抓好发展重点工作
中去、 贯彻落实到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中去。 坚持把精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努力实现全州50万贫困人口、7个国家
级贫困县和一个省级贫困县早脱贫、 早摘
帽。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天气晴方好，可惜雾霾扰。省
气象台预计，本周湖南没有明显降水过程，
冷空气势力弱，连晴天气下，污染物将持续
累积，需注意防范霾的发展。

有了大片阳光的加温， 这几天天然供
暖的效果很明显，只是早晚还是很寒凉。今
天早晨，多地大雾再起，主要集中在湘西、
湘南地区。今天8时，古丈、浏阳、宜章等地
出现浓雾，能见度不足500米，吉首、新晃、

嘉禾等地能见度仅100米。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以晴天

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平稳，多雾霾天
气。预计29日白天有一次弱的降雨过程，湘
西、 湘西北普遍有小雨， 湘东南多云间阴
天，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到了30日，天
空会迅速放晴。专家提醒，需关注可能出现
的雾霾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此外，本周
降水偏少， 需加强森林防火， 关注干旱发
展。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赵侗芳）11月28日， 由常德市国资
委、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交通建设投资集
团、 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共同出资15亿
元， 组建全资国有控股公司———常德财鑫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财鑫金
控”）。这是当地第一个地方金融控股平台。

“财鑫金控”是在全部吸纳常
德财鑫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基础上组建的，隶属
常德市财政局。“财鑫金控” 成立
后， 将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需求，专注发展现代金融、类
金融服务， 完善以融资担保为基
础，以小额贷款、典当贷款、产业
基金、创业投资、财务咨询为支撑

的发展布局。“财鑫金控” 董事长何克明表
示，将遵循“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
证券化”的发展思路，致力“做园区的发展
商， 推动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先锋力量”，全
方位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为“新常德
新创业”作贡献。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六中全会精神
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
省委宣讲团赴常德、怀化宣讲

把精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自治州传达学习省党代会精神

中国制造，中国力量

让“轨博会”吸引世界更多目光
———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

中建五局：新技术闪亮登场 月桂聊天

天气晴方好 可惜雾霾扰

常德组建首个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南岳大庙
美轮美奂

11月28日， 衡阳市南岳区，
古香古色的南岳大庙气势恢宏。
南岳大庙是一组集民间祠庙、佛
教寺院、道教宫观及皇宫建筑于
一体的古建筑群，也是我国南方
及五岳之中规模最大的庙宇，占
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有“江南
第一庙”、“南国故宫”之称。大庙
最早建于隋朝，后经宋、元、明、
清历朝各代六次大火和十七次
重修扩建。现存建筑是清光绪八
年（1882年）重建，2006年被评
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聚焦“长沙轨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