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为呼应 “中国制造2025” 行动， 加快推
进制造强省建设， 湖南日报特推出 《湖湘智
造》 栏目， 讲述我省智能制造领域能工巧匠
的精彩故事， 展现我省智能制造领域明星企
业的亮丽风采。 敬请关注。

编者按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2017年12月27日， 刘金书在进入中国铁
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第八个年头， 第三次
拿到了科技期权薪酬奖励。 今年是10万元。

39岁的刘金书， 是铁建重工1100多名研
发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 2017年10月12日，
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煤矿护盾式
快速掘锚装备， 成功交付陕西榆林一家大型
煤矿“服役”。 刘金书正是这台“挖煤神器”
的技术负责人。

在煤矿护盾式快速掘锚机诞生之前， 世
界上的煤矿开采设备， “掘” 和“锚” 普遍
是分开的。 “掘”， 即用掘进设备挖出巷道；
“锚”， 即锚杆机， 就是巷道开挖后需在顶
部、 侧部打上锚杆， 进行锚护， 确保施工安
全。 二者“互不兼容”， 只能你干完了， 我
再上。

我国是煤机装备使用第一大国， 目前在
役的掘锚机全部依赖进口。 在施工作业中，
进口掘锚机无法实现掘锚同步， 总掘进时间
中有2/3以上用于锚护， 严重影响开采进度；
并且进口掘锚机价格昂贵， 交货期长。

2012年， 铁建重工着手研发煤矿用的护
盾式掘锚机。

如何攻克掘锚同步这一世界性难题？

“掘锚同步施工， 就是谁也不用等谁。”
刘金书说， “掘” 与“锚” 的时间匹配是关
键。

在6个多星期里， 刘金书和同事每天拿
着秒表，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测试： 截割滚筒
掘进一个循环， 需要多少时间； 单个锚杆进
行锚护， 需要多少时间； 12个锚杆机哪个先
打、 哪个后打， 不同的顺序要花费不同的时
间； 有的地方打了锚杆后还要上锚索， 需要
增加多少时间……经过100多次试验， 对比
上千组数据， 最终得到了最完美的匹配时
间。

因为“独一无二”， 煤矿护盾式快速掘
锚机绝大多数零部件都没有现成的产品采
购， 尤其是履带板、 减速机、 截割滚筒、 超
前钻机等关键件。

2013年底， 为了截割滚筒里的减速机，
刘金书只身前往南京一家厂家。

普通减速机内部不需要通液压油道， 但
要让截割滚筒实现自由控制伸缩， 核心部件
截割减速机内部就必须通上液压油道。 油道
是利用减速机的部件加工而成， 液压的清洁
度要求非常高。 定好方案， 出了设计图， 刘
金书就来到生产厂家， 进行现场指导， 共同
开展试验测试， 确保产品能够按要求生产、
交货。 这一呆就是1个多月， 不仅2014年的

元旦是在生产厂家过的， “差点没能赶回来
吃年夜饭。”

“整台装备大概有7000多个零部件。”
刘金书说， 其中7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她带
领团队成员一起研发、 设计并全程参与制造
的。 电脑里， 1000多张二维图纸、 修改过无
数次的三维图纸， 都是全球首台煤矿护盾式
快速掘锚机“从无到有” 的见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5月， 样机研制完成。
2015年， 邀请专家开展为期1年的调试、

评审， 并进行多次修改。
2016年8月， 样机在陕西神木孙营岔一

矿煤矿开展工业试验， 创下了月进尺4000米
的纪录。

煤矿方算了一笔账， 至少可以实现3个
“省”：

省人， 煤矿护盾式快速掘锚机仅需一人
在控制室操作主机， 12人操作锚杆机， 可以
顶3个200多人的班次；

省时， 掘锚同步的平均月进尺可达3500
米， 而国外掘锚设备最多月进尺700米， 相
当于一天采煤量约为国外同类产品的两倍；

省钱， 一台煤矿护盾式快速掘锚机售价
不到4000万元， 煤矿购买一台进口掘进机、
国产锚杆机需要近6000万元。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2018年春运将于2月1日开启。 广铁集团今
日发布，1月3日起， 旅客就可通过互联网
预订今年春运首日（2月1日）的车票。

今年春运，互联网（手机客户端）订票预
售期为30天（含当天），电话订票预订期为4至
30天（含当天），代售点、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
28天（含当天）。 也就是说，旅客1月3日起可通
过互联网和电话、1月5日起可通过代售点和
自动售票机预订春运首日（2月1日）车票。

湖 南 电 话 订 票 号 码 统 一 为 铁 通
95105105、联通96020088。 旅客可通过各
大车站公告和12306官网了解各大车站的
具体电话订票起订时间。

广铁集团介绍，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期
间，超过八成的火车票通过互联网（手机客

户端）和电话订票方式售出。 今年春运，铁
路部门将不再设置站外集中售取票点，建
议旅客优先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
话、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购票。

与往年相比， 今年春运购票支付方式
更多样便捷。车站自动售票机除支持现金、
银行卡支付外，还支持支付宝、微信、银联
云闪付等支付方式。 但代售点窗口暂时仅
支持现金支付。

春节后，娄底站、邵阳站将分别在临时
候车室验证棚设置4个应急窗口。 具体启
用时间由各车站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铁路部门提醒， 春运期间各大车站客
流密集， 请旅客尽量就近选择代售点提前
取票，不要在开车前“掐点”取票，以免因排
队时间过长耽误行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富利 宋国胜

“没想到,被他们贪去的钱又回来了，
太谢谢你们了。 ”

2017年12月28日上午，龙山县华塘街
道象鼻社区居民苏道文数着清退到手的
516元钱，感激地说。

当天， 该社区服务中心人声鼎沸，暖
意浓浓。 320多名村民齐聚一起，欢欢喜喜
领取失而复得的资金。 据统计，当天共退
还给村民移民后扶资金、农村电网改造以
资代劳补助129004元。

去年7月31日， 象鼻社区多名群众来
到该县纪委信访室，反映社区原村支书杨
某、原村主任吴某违规收取农户电表钱等
问题，情绪非常激动。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认真
对待。 ”龙山县纪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在
信访件作出签批意见， 要求华塘街道纪
（工）委认真调查，限期办结、严肃处理、答
复到位，责成县纪委信访室跟踪督查督办。

华塘街道随即组成调查组， 从去年8

月10日起进村入户，广泛调查，走访百余
人，调阅复制资料56份，制作笔录29份。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
经查， 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某任职期

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挪用移民后
扶资金4.5529万元用于象鼻社区公务开
支；非法占有移民后扶资金8610元。 社区
主任吴某任职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违反财经纪律），于2016年10月辞去了
象鼻社区主任职务后，不按相关规定移交
其任职期间的相关财务， 重复报账2.4054
万元，少计收入1.75万元。 两人任职期间，
2012年向323户群众非法收取农网改造以
资代劳补助（群众称为安电表费，每块表
255元至260元之间）8.3475万元。

“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纠正！ ”
龙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龙儒文斩钉截铁
地说，“违纪人员要处理到位，违纪资金要
收缴到位，该是群众的，要清退到位！ ”

2017年11月23日，经华塘街道党工委研
究，杨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日，吴某受
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两人涉案资金被全额
收缴。 闻听消息，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长沙力撑中小微企业发展
6亿元创新基金
直击融资“痛点”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日

前， 长沙市中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暨小微企
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启动仪式举行。 据悉，
这两只基金旨在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
杠杆效应，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产品， 切
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长沙市中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总规模5
亿元， 首期1亿元， 实行国有控股、 民营参
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 并与首家合作银
行长沙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为符合产业发展
政策的中小企业提供阳光化、 规范化、 低成
本的转贷服务。 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首期规模1亿元， 按1∶10的放大比例， 撬动
各合作银行为长沙市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
款， 并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大幅提高贷款风
险容忍度， 引导合作银行切实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门槛和利率水平。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经信委、 长沙银行、
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 也是长沙市积极推进“国家产融合作试
点城市” 建设、 落实 《关于振兴长沙工业实
体经济的若干意见》 的重要举措。

今起可预订春运首日火车票
网络订票预售期为30天； 车站自动售票机支持支付宝、

微信付款

从严治党在路上
被贪去的钱又回来了

“挖煤神器” 巾帼建功
———记铁建重工特种装备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刘金书

湖湘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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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南郊公园西大门开放
1月2日， 航拍长沙市南郊公园西向区域。 随着南郊公园提质改造一期工程完工， 公园西大门及西向山林区域游道等基础设施正式

建成， 并对外开放， 游客可从湘江中路直接进入公园， 登高远望， 感受长沙山水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湖南日报 1月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姚仲秋）今天，湖南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湘煤集团”）传出消息，2017年该集
团自管矿井全部实现安全生产，没有发生一
起死亡事故，创造了我省省属煤矿历史上最
长的安全生产周期和最佳安全生产纪录。

湘煤集团是全省能源保障主平台。 摊子
大，矿井灾害严重，管理难度大，2016年发生
两起较大事故，安全生产被“一票否决”。

痛定思痛，湘煤集团明确“安全是最大
的政治、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安全是最大的
福利”的指导思想，用先进安全理念奠定高
效发展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经济激励与制
约保障机制，集团“考、奖、罚”三位一体，对
旗下管理局、原煤公司、矿井三级领导班子
进行安全目标考核管理， 制定岩巷掘进管
理、瓦斯超限处置等单项考核办法，强化安
全问责，全年对7名安全工作不到位矿井领
导予以处分； 提高安全在全体员工绩效工
资中的权重，占比升至30%。

安全管理明显加强，集团领导依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要求，带头督
查安全生产；除日常综合检查之外，还持续
开展瓦斯防治、爆破管理、通风系统、防突等
专项检查；安全监管部门全年共查出安全隐
患10504条，及时发现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行为1047个次，安全隐患整改
率达98%，实现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从根本上变革不安全生产方式，主要
依靠技术创新。 ”湘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廖建湘介绍， 为创造安全健康的煤矿作
业环境，集团加大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
应用力度，在矿井设计、开拓布置、开采工
艺、采掘装备、信息化自动化应用等方面均
有所突破， 煤矿井下作业方式正从根本上
发生变革。

安全带来了效益。 2017年，湘煤集团
在处理巨额不良资产和潜亏的情况下，依
靠自身力量如期偿还6.36亿元企业债；全
年营业收入增长29.5%，增利4.64亿元。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立兵）父母将孩子“出租”给犯罪团伙行窃，
被剥夺监护权。 近日，道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何某、 唐某对被监护人小何的监护权，撤
销汪某、 汪某某对被监护人小汪的监护权，另
行指定监护人。 据了解，两起案件均系上海市
青浦区检察院建议湖南省道县民政局启动的
撤销未成年人监护权之诉，也是全国首例检察
机关跨区域督促异地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2016年9月至11月，小何（女，8岁，湖南
省道县人）、小汪（女，5岁，湖南省道县人）被
父母交给盗窃犯罪团伙， 在犯罪团伙的指使
下，先后在上海市青浦区、松江区等地，多次
窃取手机、钱包等财物，公安机关将她们抓获
后送至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抚养。 2017年
初，公安机关将小汪、小何送回户籍地湖南省
道县读书。

检察官认为， 小何、 小汪的父母将孩子
交由犯罪团伙， 任由犯罪分子教唆孩子犯
罪， 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 发展权等基本
权利， 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正常发

展， 依靠原生家庭已不足以给孩子创造健康
的生活环境。 为避免二人再次被其父母侵
害， 2017年7月， 在道县检察院的支持下，
青浦区检察院向道县政府制发了检察建议，
督促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提起撤销监护权之
诉， 并多次与当地相关单位就证据标准、 提
起撤销监护权之诉的程序、 涉案儿童监护权
的归属进行沟通。

2017年9月13日， 湖南省道县民政局社
会救助站向道县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撤销小
何、小汪父母的监护权。 近日，法院经过审理
依法撤销了小何、小汪父母的监护权，并在征
求孩子本人意愿的情况下， 指定了小何的爷
爷奶奶、小汪的外公外婆担任监护人。 目前，
小汪和小何已经在当地学校读书， 由指定监
护人监护，生活比较稳定。

据介绍， 该案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办案
机关的外地流动人员犯罪整治难、 儿童保护
配合弱问题的一种尝试， 开启了犯罪地与儿
童居住地跨区域协作、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
跨部门配合的新篇章。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
悉，今年元旦期间，全省公安交警部门科
学研判，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在单日流量
峰值突破200万台、 同比增长20%的空前
管控压力下，确保了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

节日期间， 全省公安交警共检查登记
“两客一危”重点车辆13269台次，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41613起（其中涉毒驾驶3起)，现
场纠违24611起，利用缉查布控系统人工布
控9347条，成功拦截1842次。全省发生一般
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伤人
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均超过50%，

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道路交通
事故，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针对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长益高速
疏堵保畅问题，元旦期间，明确了3个重点
时段禁止车辆从友仁、关山、金洲、宁乡、
益阳等5个收费站驶入长益高速公路。 长
益高速公路沿线3个高速交警大队全员上
路， 每3-4公里一台警车实施不间断巡逻
和驻点管控。 以京港澳、岳临、沪昆、长张
等大流量主干高速公路为重点，按“省外
预先诱导分流、 省内高速接高速分流为
主、国省道分流为辅”的思路，根据情况采
取远端控制、适时分流、及时断流等措施，
有效缓解大流量、易拥堵路段通行压力。

省属煤矿安全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
湘煤集团2017年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

元旦期间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4万余起

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督促异地撤销监护权案件判决

父母“出租”孩子行窃
被撤销监护权

修剪树枝
美化环境
1月2日， 长沙市开福区

湘江中路， 园林工人在对街道
两旁的行道树进行修剪。 立冬
以来， 长沙市园林局组织工人
对城区公园、 道路的花草树木
进行修剪养护， 既可以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 保障过往车辆和
行人的安全， 又能使树木良好
生长， 提升绿化景观效果， 美
化城市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