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②：1月3日下午， 长沙市
芙蓉中路， 家长帮小孩子戴上帽
子御寒。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图①：1月3日上午， 长沙市
劳动中路， 市民穿戴着厚厚的御
寒衣帽顶着风雨前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今天，长沙高新区2017年移动
互联网数据新鲜出炉：全年引进移动互
联网企业1622家， 注册资本总额90.66
亿元， 全区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已达
4877家；2017年， 移动互联网产业产值
达350亿元， 同比增长45%；2017年，新
增融资企业18家，融资总额3.48亿元。

2017年，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迅猛， 除了数量和产值稳步增长外，
移动互联网品牌及知名度全面打开：移动
互联网岳麓峰会报名参会企业超过3000
家、各场次与会企业超过8000人次、50万
人次通过微信在线收看； 腾讯、 阿里、百
度、 京东中国四大互联网巨头完成布局；
国内知名出行平台———滴滴落户；陌陌科
技、搜云数字产权交易平台、光谷创业咖

啡、工猫管家、美差招聘、奇点金服、楼里、
优生活、爱员工等重大项目被引进；全国
100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考核，长沙
信息产业园获第4名；拓维信息、湖南竞网
跻身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

作为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资金的对外投资主体，长沙麓谷高
新移动互联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投
资28家企业， 总投资金额3916万元，带
动社会资本投资约4.2亿元，项目总估值
约23.7亿元。 柳枝行动作为移动互联网
产业的孵化品牌，2017年共筛选项目
1521个，同比增长74%，孵化创业项目
102个，孵化人数超过5000人，同比增
长27%，融资项目23个，融资金额1.2亿
元。累计筛选项目3261个、扶持项目390
个，融资金额达2.7亿元。

长沙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

去年引进移动互联网企业1622家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吴静）“大集装箱1300元，小箱1000元，一年累
计下来有好几十万元开销。 ”远洋国际货运代
理公司深感是改革的受益者。

从2018年1月1日起， 以地方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承担口岸查验服务费率先在我省长沙霞凝
新港、长沙霞凝铁路货场两个口岸实施。 对于经
海关、检验检疫查验后正常放行的集装箱（重箱）
货物和箱式货柜车运输货物，免除与查验工作直
接相关的吊装、移位和仓储费用，由长沙市政府
予以财政补贴，“问题货箱”不在此列。

该措施旨在落实“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
略，遵循“守法便利 违法惩戒”的原则，进一步为
企业减轻负担、降低通关成本，确保绝大部分守
法经营的进出口企业最大程度享受相关便利，对
推动我省外贸“稳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据悉，下一步，金霞口岸将继续稳妥推进该项
改革，细化铁路、港口企业对接工作，强化“诚信便
捷、诚信节约”通关理念，促进口岸进出口企业守
法自律，推动地方外经贸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长沙市政府为“良品”买单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今
天，记者从湖南移动获悉，湖南移动在100米高空基站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200至300米高空基站研究工作。日前，
湖南移动高空基站研发团队在益阳沅江市浩翔湖成功完成
了200米高空基站测试，预示移动高空基站已步入2.0时代。

去年， 湖南移动研发的高空基站首次投入实战， 在长
沙宁乡流沙河镇政府防汛指挥中心前坪紧急升空至100米左
右， 10分钟内就接入了1000余个用户， 保障了当地政府应
急指挥调度以及灾民安置点的通信需求。

2.0版高空基站使用的是新一代系留式无人机搭载定制
华为4G基站设备， 升空至200米高度实施全向覆盖， 4G信
号覆盖半径达到了7至8公里， 覆盖面积达到100多平方公
里， 平均下载速率达到6M。

据湖南移动相关负责人说， 2.0版高空基站信号有效覆
盖距离增大， 使高空基站的无线信号覆盖能够跨越更高的
建筑、 山丘等障碍物， 提升高空基站的实用性， 是应对地
震、 洪水、 泥石流等受灾面积大、 道路损毁严重等灾害场
景下， 最为有力的通信保障利器。

湖南移动完成
200米高空基站测试
4G信号覆盖半径可达7至8公里，

覆盖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

� � � � 1月3日， 长沙市气象台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长沙市
区、 长沙县、 望城区、 浏阳市、
宁乡市未来48小时气温将下降
8℃以上， 最低气温在4℃以下，
风力达5级以上， 提醒广大市民
注意防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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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02626
0 357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4
550
6129

5
12
117

246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430
69848

218
177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月3日 第201800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0607 10 11 16 20 22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1 月 3 日

第 2018003 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892 1040 1967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74 173 341502

7 63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起长
沙进入雨雪天气，夜间和凌晨
气温最低，桥梁、环线和山区
道路等临水迎风路段容易冷
冻， 路面湿滑易导致交通意
外。 今天，长沙交警公布了易
冻路段，提醒市民群众出行注
意交通安全。

芙蓉区易冻路段：人民路
浏阳河立交桥、远大路浏阳河
立交桥、 营盘路浏阳河立交
桥、 万家丽路浏阳河立交桥，
万家丽高跨桥上下行匝道，东
二环杨家山跨线桥。

天心区易冻路段 :� 湘江
南路，新开铺路，南二环桥面，
湘江猴子石大桥、 湘府路大
桥。

岳麓区易冻路段：湘江橘
子洲大桥南北支桥，南二环罗
家嘴立交桥路段，西二环岳麓
大道路段、王家湾路段、梅溪
湖大桥，北二环三汊矶大桥路
段，潇湘路施家港桥，金星路
藕塘村路段，望月湖高架桥北
往南上桥处，白云路省委党校
至西二环路段，洋湖大道靳江
河桥路段、坪塘大道靳江河桥

路段。
开福区易冻路段：湘江银

盆岭大桥、福元路大桥、营盘
路隧道出入口，三一大道波隆
立交桥、浏阳河桥，东二环洪
山桥。

雨花区易冻路段：长沙大
道高桥立交桥，韶山路桔园立
交桥，劳动路立交桥及上下行
匝道，万家丽高跨桥上下行匝
道，川河路沿线。

高新辖区易冻路段：雷莲
路全线，岳麓大道沿线的麓谷
大道、绕城线、茶园坡路、黄桥
大道跨线桥上下行匝道及桥
面。

望城区易冻路段： 白靖线
（沩水桥北—靖港古镇）， 沩水
河堤（沩水桥北—沱市），靖格
线，千龙湖河堤公路，柳林江大
桥，苏寥垸河堤公路，湘江北大
道河堤公路，黑麋峰进山公路，
桥汨公路，湘江北大道沙河桥，
长湘公路沙河桥，金洲大道，白
乌线，潇湘北大道，许龙线英雄
岭路段， 沩水桥， 湘江航电枢
纽。

长沙高速易冻路段： 绕城
高速黑石铺大桥、靳江河大桥、

月亮岛大桥、梅溪湖隧道，机场
高速浏阳河大桥。

浏阳市易冻路段：城区天
马大桥，S309张坊大桐岭路
段，G319大瑶天子坡至荷花
净溪路段、 洞阳各涵洞路段，
G106蕉溪岭路段，X003永和
大桥，永和镇七宝山至狮子山
库区道路。

宁乡市城区易冻路段：白
马桥仁福大道，沩水城区汽车
桥路段， 一环路304路口地
段，东沩东路二岭坡地段。

长沙县易冻路段： 机场大
道，人民路快速道，107国道水
渡河大桥路段、1588公里至
1589公里唐田中学路段，S207
线58公里至59公里高桥镇罗
岭桥路段、40公里至41公里金
井镇观佳桥路段， 劳动东路劳
动大桥，黄兴大道新港大桥，人
民路快速路路段东十一路跨线
桥、东十路跨线桥、黄兴大道跨
线桥、东六路跨线桥，长永高速
与黄春路跨线桥， 长永高速与
S207线跨线桥，开元东路延线
桥，黄兴大道双星桥，长榔路双
子桥，土高路未嫁桥，春华镇延
线桥，X046东山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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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信息时代， 数据流量爆炸式增长，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扩张或新建数据中心。
尴尬的是，数据中心能耗和运维费用高企
不下， 企业不堪重负。 一场针对数据中心
的“绿色革命”迫在眉睫。

郴州资兴东江湾畔， 借助常年温度5至12
摄氏度的冷水资源，东江湖数据中心以水代电
为机房制冷，成功摘掉了数据中心“电老虎”的
帽子。

节能环保， 比一般数据中心
节能30%

沿东江湾畔穿过城市公园，进入东江
湖数据中心，刷卡、开门、亮灯，步入机房
通道，只见透明玻璃房内，黑色金属柜成
排而立，柜中服务器绿色信号闪烁不停。

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运转水平的指标，
包括服务范围、运算速度、存储可靠性等。
借助如今发达的科技，把这些指标性能发
挥到极致并不难；但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
能耗，却难倒了一众企业。

湖南云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云巢科技”）是东江湖数据中心的建设者
和运营维护者。 董事长雷建军告诉记者，
数据中心的能耗主要体现在用电需求上，
其中为机房降温的制冷系统耗电量颇大，
几乎要占总用电量的40%。

数据中心能耗猛于虎。 中国数据中心
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天文在2017国
际数据中心展览会上透露，2016年， 中国
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超过1200亿千瓦时，超
过了三峡电站2016年约1000亿千瓦时的
总发电量。

业界常以PUE（能源效率指标）值来
衡量数据中心节能水平，PUE值越接近1，
说明越节能。

“一般数据中心PUE值能做到1.5，就
算很不错了； 东江湖数据中心保持在1.05

至1.16之间。”雷建军介绍，2017年6月东江
湖数据中心正式运营， 目前共有250个机
柜、3000多个服务器，每天的耗电量约2.4
万千瓦时， 比其他采用空调制冷的普通数
据中心节能30%。

“把节约下来的电费，让利给商家。”雷
建军对东江湖数据中心的性价比很有自
信。同类型、同规模的机柜，广州、深圳的数
据中心年佣金需要12万元左右， 贵州7万
元左右，而东江湖数据中心只要5万元。

自然天成数据宝地 ，99%
以上时间采用湖水冷源制冷

为何东江湖数据中心的PUE值能做
到1.2以下？

东江湖大数据中心依东江湾而建，东江
湾处在东江湖下游，每年流经的湖水至少有
15亿立方米，且水温年平均温度低于12摄氏
度。“用东江湾的天然冷水，为‘火热’的数据
中心降温，大大降低了能耗和运行成本。 ”

在数据中心一楼的冷冻站， 记者看到
各种颜色的通水管道交错分布， 最后都与
一个约三四米高、黑色网状的设备相连。

东江湖数据中心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是板式换热器，在机房吸收热量后温
度稍高的冷冻水，与抽上来的低温湖水，在
此进行热交换处理，冷冻水得以降温，再流
向精密空调，转换为冷空气送往各个机房。

记者站在玻璃房外， 只见系在排风口
的送风测试带迎面随风晃动， 却未觉有冷
风吹来。原来，机房采用封闭冷通道送风方
式，为气流“设计”了流动路线，使所有冷空
气“精准”地为服务器降温。

当然， 数据中心也配备了电力空调制冷
系统，若湖水温度超过15摄氏度，抽水阀门自
动关闭、电力空调制冷系统自动开启。

不过，到目前为止，东江湖数据中心尚未
启动过电力空调制冷系统。 云巢科技董事长
雷建军颇为自豪地说： 东江湖是自然天成的
数据宝地，99%以上的时间采用湖水冷源制

冷。

安全可靠， 获国家最高等
级A级机房认证

安全可靠是数据中心的基本要求。 东
江湖数据中心的节能环保，以此为前提。

“无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每天24小时、
每年365天保证不断电、不断网，数据中心基
本就算是安全可靠的。 ”云巢科技董事长雷建
军称，东江湖数据中心拥有强大的电力保障。

首先是“双市电”接入。 离数据中心不
远的两个变电站同时供电， 一条供电线路
出现故障时，另一条线路将无缝替代。

其次配备了柴油发电机。市电断电5分
钟内，即可发电。中间间隔的5分钟，启用的
是“随时待命”的电池。“市电断电的同时电
池自动启用， 保证数据中心的电力不中
断。 ”在二楼电池室，工作人员指着堆满屋
子的约400节电池说。

网络方面， 东江湖数据中心直连长沙
和衡阳的光纤，网络质量堪比长沙和衡阳；
而且以“双回路”网线接入，最大限度保证
网络通畅和安全。

记者在数据中心一楼， 看到了24小时全
智能监控系统。监控画面中，设备运行参数、机
房消防情况等一目了然。“除了盯紧监控屏幕，
我们每天还会进行六次现场巡检， 消除安全
隐患。 ”数据中心运维工作人员说。

因安全可靠性高， 东江湖数据中心获
得国家最高等级A级机房认证； 成为了湖
南省灾备数据中心；华为、阿里、国家超算
湖南中心、网宿科技、中国电信、华润集团
等知名企业相继入驻。

雷建军称， 目前数据中心启用了200多
个机柜，2018年机柜数量有望突破1000个。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数字经济 潮涌三湘⑦

� � � �数据中心是高能耗基础设施。2016年，全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超过了三峡电站2016年的
总发电量。 东江湖数据中心采用“自然水冷技术”，成为全国最节能的示范数据中心，吸引了华
为、阿里、国家超算湖南中心、中国电信等知名企业入驻———

东江湖数据中心：
掀起节能“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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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交警公布易冻路段

提醒市民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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