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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 月 4日

第 2018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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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1040 782080

组选三 717 346 248082
组选六 0 173 0

3 3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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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388409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9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3199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89
49232

1054173
5848195

22
1466
34068
186511

3000
200
10
5

1618 29 31 3324

徐德荣 唐曦

元旦期间，在衡阳市湘江先锋码头一带，每天
下午都会有一个老人沿着河堤巡看。在确认水面平
安后，他又来到在河边训练的冬泳队，给队员们讲
解游泳注意事项和水上救援知识。

他， 就是坚持义务水上救援41年、2017年获评
“湖南好人”的李春生。

41年救17人，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李春生虽已64岁，但看上去年轻得多，身上充

满活力。说起第一次救人的经历，他记忆犹新。
1976年，还在南海舰队服役的李春生，救起了一个被海蜇

蜇伤的战友。海蜇有“水中杀手”之称，李春生想起来也有些后
怕。但这并没有吓倒他，他反而因救人成功受到鼓舞，从此踏上
义务水上救援之路。他说，遇到险情，不能见死不救。

李春生救人往往都是在没有防备、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施救，而溺水者多失去意识、拼命挣扎，让施救者很可能一同陷
入险境。

2017年9月26日傍晚，一名女子目光呆滞地站在水中，江水已
漫过腰部。“据经验判断，她极有可能想自杀。”李春生赶忙去营救。

“她看我过去，就大喊‘不要救我，你过来我就拉你一起下
去’。”李春生一边比划一边回忆，女子非常抵触他的救援，以致
两人双双溺水挣扎。所幸李春生水性很好，最终用尽全力，将女
子推到岸边。

2013年7月的一天，李春生救了一名溺水男子。这名男子身
高超过1.8米，在危急关头，他死死抱住李春生的肚子，拼命挣
扎拍打。“我肚子都被他打青了、抓破了，差点就和他一起沉下
去了。”回忆自己多年的救人经历，李春生好几次死里逃生，至
今心有余悸。

“你也60多岁了，年纪不小了，要是哪天游不动沉了下去，
一家人怎么办？”得知儿子不顾一切去救人，李春生年过八旬的
老母亲很着急。

“救人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来不及多想，我不能见死不救！”
李春生好言安慰母亲，但坚持“逢险必救”。

在过去的41年里，李春生先后从水中救起17人，2017年就
救了3人。

筹建水上救援队，护一方水域安全
李春生水上救人的事迹传开后，不少“粉丝”从外地慕名来

到衡阳，与他交流游泳及水上救生经验。
大家对李春生徒手救人的行为既敬佩又担心。福建的一名

水上救援队员说，“徒手救人”是水上救援中的高危操作，风险
极大。为提高救援成功率，并保障施救者人身安全，水上救援人
员往往要经过严格选拔与训练， 每次施救也要配备救生艇、救
生衣等设备。

“一些‘泳友’来找我，建议我组建一个水上救援队。”在身
边朋友鼓励下， 李春生也开始考虑这个建议。“我年纪大了，过
几年可能游不动了，但湘江的安宁还需要人来守护。如果有一
支成熟的水上救援队伍，不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吗？”

李春生先后走访多个部门，了解组建水上救援队的政策及
相关事宜。 李春生建立衡阳第一支公益性水上救援队的想法，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指导与支持。

李春生说，他准备先拿几万元退休金，注册成立一个公益
组织，然后通过公益募捐和企业赞助等形式筹集资金，一边招
募人员，一边落实救生员保险和救生设备。同时，他也积极向省
内外的专业水上救援队请教学习。 他说：“人和设备都不能马
虎，不能好心办坏事。”

“现在已有10多人通过考核，即将加入我们的公益组织，他
们愿为筹建水上救援队出一分力。 以后我要是真游不动了，还
会有人来承担这份责任，将救人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守护
湘江的安宁。”李春生说。

■点评
水上救援，每一次都是和“死神”的正面交锋。李春生已坚

守41年，“逢险必救”成为他的生活信念。
视救人为“天职”、把助人当幸福，还将个人义举延伸为“守

护湘江”的责任传承，李春生用大爱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李
春
生：
将
救
人
﹃
事
业
﹄
进
行
到
底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世界级智能化制造基地，
批量生产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

2018年新年伊始，位于株洲天易科
技城的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自主可控计算机整机智能制造生产线
已经忙碌起来。

“这是目前国内3C电子装配领域，
首次运用机器人进行装配生产的计算
机整机智能生产线。” 公司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

“放在全球也是极为先进的。”目
前，仅德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已实现
计算机整机智能化制造生产。

记者看到，整条生产线已告别传统
电脑制造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只有
为数不多的技术工人在电脑上进行操
作，设备自动完成工作。

集成电路板是计算机最核心的部
分，智能设备将电子元器件“印刷”在主
板上， 一秒钟内可生产50个点贴片，相
当于20个熟练工的工作量；

检测环节实现自动化，具有3D透视

功能的设备对每张主板拍照， 进行自
动分析， 确保主板上的每个焊点焊接
到位；

精密装配机器人通过视觉识别和
自动控制，把集成电路板精准装配到指
定位置，误差不超过0.02毫米，远小于
人工装配0.1毫米的最小误差；

搬运机器人和码垛机器人，最后完
成材料配件和整机运送。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作
为中国长城的全资子公司，核心任务是
打造基于国产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
等的自主可控计算机整机的智能制造
生产基地。

2016年12月24日，第一台自主可控
计算机整机在湖南长城下线，从核心技
术到关键零部件， 全部实现了自己开
发、自己制造，性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
外计算机，成为我国自主可控计算机产
业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据介绍，2017年， 湖南长城国产自
主可控计算机产量已达1万台， 已经为
军方核心部门提供办公用计算机；同时
生产X86架构的台式机、 平板电脑及其
他终端产品70万台，产值达10亿元。

从“能用”到“基本好用”，
还要做到“很好用”

“没有网络安全的信息化是不堪一
击的。”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陈小军说，在我国信息化发展初
期，关键技术、设备大多数都依赖国外
进口。如果进口的芯片、操作系统被设
置了“后门”，国外集团、企业不仅可以
远程窃取重要信息， 还有可能对金融、
能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发起攻击。

陈小军表示， 只有实现自主可控，
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才能规避国
外进口产品存在“漏洞”的安全隐患，不
受制于人。中国长城，就是把信息安全
产业作为战略主攻方向，努力构建起守
卫国家安全的“新长城”。

201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将下属长城电脑、 长城信息、中
原电子、 圣非凡4家公司整合重组为中
国长城， 打造网络安全板块核心平台；
2017年3月完成重组，总部落户长沙。

在长沙中电软件园，中国长城下属
的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拥有70
多名研发人员。 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
的硬件、 主板等整机部分， 正是在此

“诞生”。
“2015年实现‘能用’，目前已经是

‘基本好用’。” 中国长城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的成长
轨迹。

因为核心设备、关键技术为国外所
垄断，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的研制没有
可参考的技术；同时，也不能再复制国
外技术，必须“另起一条道”。

近几年，中国长城解决了很多应用
问题，提升了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的稳
定性。如，以前开机比较慢，现在开机时
间最快只需10几秒；在72小时的大压力
测试下，可做到不死机；MTBF（平均故
障间隔时间）达到1万小时以上，远远超
过了国家标准。

“变‘基本好用’为‘很好用’，这是
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这需要凝聚各
方力量，一方面，要联系国内众多厂家
共同参与， 形成国产自主可控的生态
圈；另一方面，要让软件与系统适配，提
升用户的体验感。

比如，不同部门都有各自的应用系
统，但很多软件在自主可控计算机上不
能直接使用， 这就需要进行移植开发。
这部分工作面广、量大，有的软件开放
度高，适配可能只需要1个小时；有的软
件对原有平台的依赖度很高，可能需要
3至5个月才能解决适配问题。

努力打造 “水下长城”，
守卫海洋安全

国产自主可控计算机，筑起的是信
息安全的“长城”；中国长城正在努力打
造“水下长城”，守卫海洋安全。

建设海洋强国， 必须提升我国的全
球海洋观测能力。 建立全球海洋立体观
（监）测系统，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作为国家海洋立体观测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海底观测网是进行海洋开
发和综合管控的基础依据，是做好‘知
海、用海、护海’的前提。”中国长城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小军说。

去年以来，中国长城与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共同发展水下探测、通信导
航和海洋观测技术，利用各方优势资源
深化推进产学研合作，推动海洋信息装
备工程应用和产业发展。

眼下，中国长城已研制出多套新型
水下探测和通信设备提供给部队试用，
性能优异且稳定，已获得相关武器装备
承研资质。“未来的目标是成为规模大、
技术能力强的水下安全信息系统集成
商。”陈小军说。

守护医疗、 金融等关乎个人隐私，
乃至健康大数据、经济安全等国家战略
层面的行业信息安全，中国长城同样也
是佼佼者。

目前，中国长城旗下的长城医疗已
有3万多台医疗信息化设备投放在全国
1300多家主要医院， 其中三级医院有
500多家；“数字化病区”“智慧医疗”等
信息化医疗解决方案，正在逐步推广。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营业厅
中的智能自助设备，有70%由中国长城
旗下长城金融研制生产。 在去年9月中
标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ITM项目中，长
城金融智能自助设备已全部使用国产
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以防范潜在的
金融风险。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13

筑起信息安全的“长城”

� � �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长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城”）致力于打造全国产化的
自主可控计算机硬件平台———

� � � �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是我省20
大优势产业链之一。

近几年，经过持续的产业培育，以国防科技大
学、中国长城为核心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成果突
出，“飞腾”系列芯片、麒麟操作系统、“天河2号”超
算国际影响力大，计算机整机、核心芯片、板卡产品
线完整，以计算机硬件为主体的信息安全产业链初
步形成，湖南已成为我国信息技术自主可控领域重

要的研发生产基地。
国科微电子登陆A股创业板，湖南麒麟获得“核高

基”重大工程项目，进芯电子获得强基工程项目，长城银
河、恒茂高科、中兴通讯、必然网络等企业在新品开发、
技术突破、生产规模等方面又获佳绩。尤其是继国科微
电子引入 “大基金”（即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
资4亿元后，景嘉微电子又与“大基金”达成初步协议，计
划引入不超过13亿元资金投入到湖南芯片行业。

彭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空间
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战
略空间。

在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网络安全
的信息化将不堪一击。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网络
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多年来，我
国信息化关键技术及设备多依赖进口。然而，从外

国购买技术和装备， 也带来了潜在的网络安全风
险。长时间的安全威胁如头悬一把利剑，而破解“信
息化受制于人” 的关键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
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中国长城着力打造出国产飞
腾芯片和麒麟系统为核心的全国产化自主可控信
息终端，目前已实现从芯片、安全产品到应用系统
等计算机信息技术多方面完全自主可控，为我国信
息化筑起“安全长城”。

保障网络安全绝非一日之功， 也非一家之责。
新的威胁不断出现，网络安全技术也需不断迭代更
新；行业内其他企业也须在竞争中前进，为中国信
息化发展保驾护航。

� � � �李春生 唐曦 摄

■点评 自主可控方能筑起“安全长城”

■相关链接 我省信息安全产业链初步形成

� � � � � 2017年12月29日，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自动生产线上
操控智能程序。（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