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刘景）记者今天从远大住工获悉，
远大住工与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近日在长沙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拟选址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位置的广州南沙区建
立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更好地融入“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
湾区要建设成为最具活力的世界级
经济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国际开放的
枢纽门户。 广东保利地产是保
利房地产集团的一级区域公
司，已连续6年稳居广州区域房
地产市场冠军， 此次与远大住
工强强联合， 以顺应装配式建
筑高速发展的新趋势， 积极推
进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
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 远大住
工作为我省装配式建筑的龙头企业，已与
万科、金地、旭辉、华润等房企在项目层面
或产业投资层面开展合作， 在全国100个
城市拥有研发制造基地。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陈淦
璋）5元楷书“和”字纪念币马上就要
面市了！记者今天从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获悉， 本月7日至11日全省各
地将开放楷书“和”字币预约；本月13
日至22日，成功预约的市民可前往中
国银行进行等值兑换。

本次发行的楷书“和”字币面额5

元，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直径
为30毫米，材质为黄色铜合金。全国
发行数量为2.5亿枚， 其中湖南调拨
量为520万枚。

这也是继央行之前发行的篆书、
隶书、行书、草书四组“和”字币后，由
央行发行的第五组“和”字币，也是该
系列纪念币的最后一组。在省会收藏

市场，“和”字币受到追捧，属于高溢
价币种。

根据央行安排，湖南地区公众可
通过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官方网站
或前往其预约营业网点进行预约登
记，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40枚，预约
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为第二代
居民身份证。

携手广东保利地产
远大住工进军粤港澳大湾区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晴 ）12月5日，中石化“十条龙”科
技攻关万吨级氢化苯乙烯/异戊二烯共聚
物（SEPS）成套技术开发项目，在岳阳顺利
通过中石化科技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该项
目整体技术与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
补国内空白，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项目由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与北京
化工研究院联合承担。SEPS作为一种高性
能高分子材料， 主要应用于光纤光缆油膏、
润滑油粘度指数改进剂以及体育运动器械、
防护用品、成人用品、线材膜材等。这次开发
的万吨级SEPS成套技术完成了工业应用试
验，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0项、其中获授权7

项，形成专有技术7项。今年8月，年产2万吨
SEPS工业化装置在巴陵石化建成投产，结
束了我国不能生产SEPS的历史， 巴陵石化
成为全球第三家SEPS生产商。11月5日至7
日，巴陵石化对有关装置进行了标定，产能
达标，产品质量合格，工艺指标受控，设备运
行平稳，能耗物耗均在设计指标内，安全环
保符合要求。目前，装置产销态势良好。

据悉， 我国仅光纤光缆油膏产品年需
SEPS就达8000多吨，市场前景良好。专家
指出，SEPS成功国产化，是我国高性能、高
端、绿色合成橡胶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在
高性能润滑油、 光纤光缆产业应用方面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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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熊
远帆 通讯员 黄姿）今天，长沙经开
区与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用5年时间，
在长沙经开区建成国内领先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

根据协议，树根互联将支持园区
企业开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

造转型升级， 全面提升企业网络化、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时组建工业
互联网产业合作联盟，带动智能传感
器、通信和网络设备、精密制造等高
端制造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工业电商等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发展。

此前， 树根互联已与蓝思科技、
优力电驱、 万通科技等6家企业实施

第一批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

树根互联由三一集团孵化，是我
国成立最早、 连接工业装备最多、服
务行业最广的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
公司，目前正在全国快速展开战略布
局和区域拓展， 先后注册落地北京、
长沙、上海、广州等地。

巴陵石化万吨级SEPS成套技术
填补国内空白
整体技术与产品达国际先进水平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李曼斯 龙文
泱）今天，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湖南）在
宁乡高新区湖南省大学科技产业园举行。

大赛针对171项企业具体技术创新需
求，采取“揭榜比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解决方案， 涉及电子信息、 生物与新医
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资源
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等领域。大赛分
为现场挑战赛和竞争对接会两种形式，经
现场挑战，湖南大学温和团队、湖南太康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朱国富团队、 中南大

学胡军科团队等3个团队获得“金点子奖”，
另外5个挑战团队获得“优秀奖”；有14家
技术需求企业与16个挑战单位达成了总
额为6090万元的意向合同。

“举办这次大赛，对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 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意义
重大。”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纯良介绍，省
科技厅从2018年起，将增设“需求导向”
科技专项， 对通过对接签订技术开发合
同的项目采取事前立项、 事后补助的方
式予以支持。

中国创新挑战赛（湖南）在宁乡举行
现场达成6090万元意向合同

楷书“和”字纪念币今起开始预约
13日至22日前往中国银行兑换，每人限40枚

树根互联布局长沙工业互联网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阳红腾 梁飘飞

“占用李成求水田0.48亩，补偿9604元；拆
除邓金华杂屋1间、厕所1间，补偿2000元……”
12月4日，在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镇撑田村，
村民们正围着村务公开栏仔细查看，并为70
余户村民主动让地拆房支持通村公路建设
点赞。

村党支部书记周建华感慨地说：“通过村
务公开，不仅赢得了村民的认可，更把村干部
与村民紧紧连结在了一起。”

撑田村是省级贫困村，道路交通条件差，
进村公路泥泞坑洼， 村民出行难。 今年上半
年，娄星区启动该地区道路升级改造，将原有
道路拓宽硬化并铺上炒砂， 但涉及到该村沿
线70余户村民的田土和宅基地占用问题。

“改造道路是好事， 就担心补偿标准不
一，怕自己吃亏！”村民心里都有这样的疑虑。

经商议，村支两委决定规范村务公开栏，
一切情况上栏公开，让村民来当监督员。周建
华说：“不仅是道路改造的情况，以此为契机，

我们把所有的村务和财务都公开上栏。 村里
有哪些补贴，哪些人符合条件、该补多少，明
明白白。”

记者在村务公开栏前看到， 内容涉及村
级重大事项、涉农资金发放、民政救助名单、
建房审批公示、 环境整洁评比等关乎村民切
身利益的事项。 撑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曾惠
林坦言：“村务公开栏规范后， 面临着两个问
题，一是小部分村民对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
有数据造假的嫌疑；二是村干部有担忧，怕因
工作失误被抓了把柄。”

在公布扶贫产业资金时， 贫困户周向前
全家4人，获得补贴为2780元，而贫困户邹立
业全家3人的补贴也有2720元。 周向前想不
通：“我们家多了1人，扶贫产业补贴资金为什
么与只有3人的贫困户差不多， 会不会有猫
腻？”

村干部李建新登门解释：“产业帮扶资金
是按照家庭产业情况作为标准的， 与人口多
少无关。你种的地多、养的鸡鸭多，补贴就多。
这也是鼓励自立更生。”随即，村里又将相关
政策和补贴标准作为附件张贴。此后，所有政

策性补偿公示， 该村都要附上补偿标准和相
关文件，让村民明明白白。

村民老李在查看涉农资金发放时， 担心
公开栏上的数据不真实。 在询问了其他11户
后，他竖起大拇指：“村干部做事光明磊落，值
得信任！”

撑田村把村务公开栏作为推动工作的重
要抓手，坚持每月至少更新一次，有重要事项
随时更新。 村支书周建华说：“多一份监督就
多一份保险。 村务公开栏不仅保证了村民的
知情权，更利于村民监督村务工作，防止小错
变大错。”

时间是消除疑虑的良药， 村支两委秉承
公开、公正理念，通过一次次村务、财务等情
况公开，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村务公开栏上
的“小纸片”，将村干部与村民紧紧联系在一
起，打上了一个“连心结”。

以村务公开栏为媒介， 撑田村形成了强
大的发展合力。此次通村公路的改造，一些村
民主动拆除杂屋让道， 更有村民自发筹资修
建通组道路，目前，撑田村通村公路已进入最
后施工阶段，有望在年底通车。

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

�娄星区撑田村———

“小纸片”成了“连心结”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郑孝闽）跑S路、“踢球”射门、上陡坡、
过双边桥、定点停车……体形庞大的压路机
秀出一连串细活儿。今日，在三一重工长沙
产业园举行的三一压路机操作手技能大赛
上，经过多轮“闯关”进入到总决赛的23名选
手同台展开竞技。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泥泞的赛道中放
了一篮乒乓球， 选手开着压路机经过此点
时，需要在30秒内震出一定数量的乒乓球方
可通过；赛道两侧皆有界限标志物，经过S路
时，要求不能压线、不能撞倒标志物。

“震乒乓球考验的是操作设备的激震
力，S路比的是驾驶的速度和精度。” 大赛裁
判长告诉记者，压路机虽是利用自身的重力
和震动，压实各种筑路材料，但驾驶员的操
作水平，直接影响压路效果，此次比赛的4个
环节，考验的是压路机操作手的综合技能。

经过赛道比拼、笔试、网络投票三重评分，
来自宁夏赛区的黄文祥以总分102分获得冠
军，开走了价值30多万元的三一压路机一台。

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泵送事业部董事
长梁林河介绍，此次用于比赛的三一全液压
压路机，可以快速转向、前进和后退，操作灵

活；同时拥有行驶、驻车、紧停三重防护，安
全系数高。目前，该款产品全国销售近千台，
在国内同类产品中排名第一。

图为比赛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全国压路机操作手长沙“大比武”
来自宁夏赛区的黄文祥夺冠，开走价值30多万元的三一压路机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