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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

2月3日，周六。冬日清晨，冷风刺骨。当大
多数人还躺在暖和的被窝时， 张家界西线旅
游九天峰恋旅游区提质升级项目的工地上，
已是一片忙碌。

“与平时一样，早晨7时就开工了。”见到
王云的时候，他正在检查钢筋、木工、混凝土
等班组施工情况。 作为湖南二建驻项目现场
的技术工程师，他每天都紧绷着神经，巡查工
地、检查质量、协调进度。“安全无小事，施工
一定要戴安全帽， 高处作业时系挂安全带。”
施工前，他都会叮嘱工人们。

九天峰恋旅游区提质升级项目， 由国家
地质公园、 亚洲第一大洞九天洞和峰恋溪国
家森林公园共同组成， 是张家界西线旅游开
发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是张家界“三星
拱月、月照三星”全域旅游格局重要一环。“该
项目包含九天洞入口广场、九天洞洞内改造、
九天洞到峰恋溪隧道、 峰恋广场等4个子项
目，前期投资1.2亿元，建成后预计每年游客接
待量将突破300万人次。” 九天峰恋项目部现
场负责人袁野告诉记者，自2016年7月开工以
来，每天都有100多名工人在现场，每周都有
新变化，目前整个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
“五一”劳动节之前可投入运营。

来到九天洞入口广场处，10多名工人正
在安装“九天玄女”雕塑。45岁的吊车师傅赵
志勇邀请记者爬上驾驶室， 吊车的驾驶室很
小，大约2平方米。前后左右都嵌着玻璃，两侧
是控制器和对话设备。“雕塑是分块的， 我们
要用吊车把这些汉白玉材质的石头一块块吊
起，进行拼装。”赵志勇说。

“左边钩子高一点，右边钩子再降……”
坐在驾驶室里，赵志勇开始操作。通过对讲机
交流，工人们将起吊设备套在雕塑上，两边的

吊钩缓缓上升。
“向左对准，提高一点，可以放下。”声声

指令中，忙碌了2个多小时，雕塑安装完毕。
进入洞内，游道、护栏已完成改造。越往

深处，路面变得越潮湿，10多名电力施工人员
正在洞内调试灯光。“尽管洞内阴暗潮湿，但
工人们毫无怨言。”现场施工的宋名伍师傅告
诉记者， 他和工友们已经在洞内忙碌了两个
多月，前段时间下大雪，其他工人都停工了，
而他们却一直坚守岗位。

此时， 一名正在调试灯光的施工人员打
开景观灯。顿时，黑暗的洞内变得光彩夺目，
一步一景，美轮美奂，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记者发现，升级改造后的九天洞，无论是步道

栏杆，还是灯光颜色，都做到了动静结合、明
暗结合、色彩结合。

“时间很紧， 春节前必须把灯光调试完
毕，不然就难以确保‘五一’劳动节之前投入
运营。”袁野说，正是施工人员努力拼搏，抢抓
工期，以“仙界九天洞，情境峰恋溪”为主题的
九天峰恋项目才得以安全高效推进。

洞的尽头，峰恋溪隧道已经打通。走出隧
道，太阳升起，温暖如春。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马晓宇

2月2日，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长沙市湘
雅路， 两栋红白相间的高楼格外醒目———这
是中南大学湘雅学生公寓项目， 也是中民筑
友科技集团承建的我省第一个EMPC(装配式
建筑工程总承包)项目。

像搭积木一样造房子， 两栋楼分别有7
层和16层， 工人们正忙着做最后的清洁打
扫。

走进每一间公寓，只见书桌、高架床、洁
具等配备齐全，EMPC模式已经达到“建完即
交钥匙”的水平。

“我们仅用97天就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
建设速度达到5天一个标准层， 工期大幅缩
短；整个项目耗费水电约15万元，只有传统建
造方式的1/4。”项目经理贺海龙，以前在传统
建筑企业从事房建施工， 对装配式建筑的优
势体会深刻。

中民筑友长沙科技园的墙板线工位长
胡鑫华， 提起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前景连
声说：“来势不得了！”2月2日， 记者见到他
时， 他正带领大伙在操作机床和吊车，从
“别墅墙板生产线”向“保温型墙板生产线”
切换。

“2014年以前我还在装修工地打零工，吃
完上顿愁下顿。来到中民筑友后，眼看订单越
来越多，现在月薪可以上万元。”胡鑫华乐开
了花。

一旁的中民筑友长沙科技园生产负责人
张明达介绍，
随着企业产
能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像胡鑫华这样的建筑工， 进入到装
配式建筑工厂成为产业工人。目前，工厂订单
排到了半年后， 今年下半年更将迎来销售旺
季。 他打趣道：“胡工， 你就不要老想着放假
了，以前那种‘正月十五再开工’的悠闲更是
想都不要想。”

来到中民筑友智能制造研究院，院长黄
岸正忙着开展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技术攻关。
他以前从事装备制造研究，高度看好制造业

与建筑业的深入融合 ,“这个领域很有挑战
性，也有成就感，干起来有奔头。”据了解，中
民筑友专利数量超过1300项，稳居全国行业
第一。

经过近3年高速发展， 我省装配式建
筑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总部设在长沙
的中民筑友正在全国攻城略地，今年还将
持续布局“一带一路”， 大力拓展国际市
场。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黄利飞）化
工生产，处理好“三废”是关键。近日，新三
板挂牌企业湖南利洁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利洁生物”）传出消息，经专家评
定，公司在生产、合成工艺方面的两项技术
全球领先，将有力助推行业“绿色”升级。

利洁生物深耕精细化工细分领域，主
导产品包括洗手液、 消毒液中的添加剂
PCMX等。生产PCMX，会产生大量以有害
氯为主的副产物； 利洁生物通过“加氢脱
氯”的方法，将副产物又变成生产PCMX的

原料，实现了有害副产物的循环利用。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胡汉忠透露，运

用“加氢脱氯”还原技术，利洁生物至今共
处理PCMX副产物近2000吨，累计节约成
本2000多万元；公司还凭借“水工艺”等清
洁生产技术， 成为强生公司消毒药水所用
相关原料的全球唯一供应商。

利洁生物2015年12月挂牌新三板，致
力成为精细化工细分领域的领先者。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5760.18万元，实现净
利润1291.62万元。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胥扬 屈艳）“以知为本，以德修身，以
孝事亲，以忠报国，以勤持家，以和睦邻，以
爱助人，以拓进取。”2月4日，神州立春，20
位美少年在汨罗市长乐镇青狮村黄氏宗祠
齐声诵读“八以”家风，琅琅童声让数千名
群众、嘉宾如沐春风。

青狮村黄氏系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
家黄庭坚后裔。当日，“传承好家风，为国
育栋梁———湖湘家风传承盛典”活动在此
举行， 来自全省500余名黄氏后裔代表祭
拜了黄庭坚等祖像。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徳
为活动题词———“传承好家风， 为国育栋

梁”。省军区原副政委、省关工委副主任黄
祖示将军为黄氏宗祠颁发“优秀家风传承
基地”牌匾，并书赠“清白传世”作品。活动
中，100人分别被评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功勋人物”“领军人物”“先进人物”。
活动向20名少年儿童赠送了书包及家风
图书。

黄氏宗祠内举行的湖湘优秀家风展
览，既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胡耀邦、
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训， 也有
《百字箴言》《诫子书》《朱子家训》《王阳明
家训》《黄庭坚戒子家训》 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家风典范。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殷新平

“刷脸”进站、智能识别重点旅客、线上
实时点评、智能广播……2月4日，记者走
入长沙火车站， 感受到了与往年不一样的
出行体验。

今年春运， 长沙火车站运用大数据创
新服务模式，让旅客享受进站、候车、上车
全过程“管家式”贴心服务体验。

进站 送站旅客无票“扫码”，
重点旅客“精准识别”

“你好！我要送两位老人上车，可我没
票，要怎么进站呢？”4日10时许，一名年轻
女子焦急地走进位于长沙火车站站前广场
的旅客服务中心。

这位方女士要送两位六十多岁的家人
乘火车去信阳，看到进站口旁醒目的“旅客
服务中心”标牌，便走了进来。

工作人员请她出示了身份证、车票后，
将信息输入车站自主开发的“重点旅客送
站登记终端”系统，随后开出一张印有二维
码的送站服务凭证。

“您持该凭证即可扫码进站，送站车次
开车后半小时内再凭证扫码出站， 并送回
注销即可。”工作人员告诉旅客。

长沙火车站党委副书记张映梅向记者
介绍，今年春运，车站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
无票旅客的服务中心，“类似于车站的前
台，极大方便了更多旅客咨询、求助。”

旅客进站，也有“精准服务”。
“有65岁老人通过。”4日11时，值班站

长服务中心系统发出了一条信息提示。
值班站长彭靖立即通过对讲机， 将这

一信息传告正在进站口执勤的车站志愿
者。志愿者根据信息指示，来到12号自助
闸机前，主动为一名刚过闸机的65岁老人
提行李。

“这是车站最新推出的智能识别重点
旅客服务。”彭靖向记者解释，当65岁以上
老人“刷脸”通过闸机进站时，系统将根据
身份信息智能识别，并将老人所乘车次、车
票信息同步发送给值班站长。

对有需要帮助的老人，由车站“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主动联系对接，提供免费
行李搬运和进站帮扶，陪送到重点旅客候
车室。

候车 车次信息“一触即发”，
旅客实时线上评价

重点旅客有专人、重点候车室服务，普
通旅客则可享受“智能”自助服务。

步入候车大厅，两台“旅客查询评价服
务”触摸屏映入眼帘。

记者将一张车票的二维码对准扫码
处，车票对应的车次正晚点、候车室位置等
信息“一触即发”，一目了然。

点击屏幕上的“评价”一栏，还可对车
站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质量进行评价。

“这些评价信息将纳入车站员工的业
绩考核， 车站也会根据旅客的建议及时改
进服务。” 长沙火车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
记张慧介绍，这如同“淘宝买家评价”，打开
了一个主动接受旅客、 社会评价和监督的
新窗口，让每位车站员工真正贯彻“旅客就
是衣食父母”的服务理念。

在车站办公楼内的“智慧车站指挥中
心”内，记者查询到了这套系统去年上线以
来的逾千条评价。

“车站指示引导不明。”2017年9月25
日，一名手机号“138****4132”的旅客通
过系统留言。

根据评价内容，车站进行了整改。
记者看到， 车站进站口新增了蓝底白

字的标识标牌， 候车大厅新增了4块实时
滚动的车次显示屏。

站台 “导航”全程指引，“卫士”
守护安全

进站台乘火车，旅客也无需“手忙脚
乱”。

“K458次列车的旅客请左转下楼梯”
“K458次列车的旅客请往前走”……

4日11时20分， 旅客张女士乘坐的列
车进站了。她从检票起，每移动一个位置，
都能接收到沿途数十名“导航” 的适时提
醒， 告知当前所处位置及行进线路。 跟随

“导航”一路指引，张女士准确到达所乘列
车的停靠站台。

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车站进
站需途经过道、楼梯，为方便旅客“认路”，
车站在全国率先推出“智能乘降广播”系
统，贴心“跟随”旅客。

旅客到了站台，还有“智能卫士”保护。
旅客吴先生的孩子在站台乘车时，越

过了安全警戒线。这时，站台上立即闪出红
色信号， 并发出“请旅客站到白色安全线
内”的语音提示。

原来， 这是站台上安装的高清视频摄
像头“卫士”，在运用先进算法，守护乘车安
全。

“过去总以为老火车站的环境、服务会
相对落后，没想到长沙火车站焕然一新，完
全大变样。”旅客吴先生向记者感慨。

“长沙火车站是湖南的服务品牌和形
象名片！” 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尹双凤，在
实地调研后， 向长沙火车站党委副书记张
映梅发来这条短信。

立春之日，长沙火车站暖意浓浓。

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争分夺秒“造”美景

———张家界西线旅游九天峰恋旅游区施工现场见闻

订单排到半年后
———中民筑友发展装配式建筑见闻

� � � � 2月2日，中民筑友装配式成套科技住宅制造基地，技术人员操控智能设备在自动焊网生产
线上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月3日，张家界西线旅游九天峰恋旅游区，工人在九天洞内施工。 向韬 摄

化工湘企助推行业“绿色”升级
利洁生物成为强生公司相关产品的全球唯一供应商

传承好家风 为国育栋梁
“湖湘家风传承盛典”在汨罗举行

春运进行时

长沙火车站：
“变身”旅客出行“智能管家”

桃源:产业发力 冲刺“十强”
�荨荨（紧接1版）现在，在这里生产的产品占据
全国市场的30%。去年生产智能屏600台,产值
5.8亿元，实现税收4000万元。从今年订单来
看，可生产智能屏1000台，产值可达10亿元，
实现税收3亿元。

紧接着，王娟又将记者带到一个正在紧
张施工的工地上。她兴奋地介绍 :“这个正在
建设的三期22层标准化厂房 , 占地面积为
105000平方米,高度为94.6米,将是桃源县第
一高楼。2020年投产后 , 整个迪文科技园年
产值将达50亿元以上。 第三期厂房建设 ,可
以为桃源县冲刺湖南县域经济十强增添动
力。”

采访中,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志红兴
奋地告诉记者:“桃源是农业大县。去年获评全
省粮食生产标兵县,荣获全国唯一的‘中国硒
乡’等殊荣。发展富硒产业,也是我们挺进十强
县的一个大的优势。”

紧邻工业集中区科技园的是富硒产品
深加工园。记者看到，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

一派繁忙 ,大型集装箱车辆川流不息。正在
指挥往集装箱里装货的湖南博邦农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颜盛军 , 见记者来访，
连忙停下手来，笑容满面地介绍：“今天是双
休日 ,本来员工是要休息的 ,可订单多，忙不
赢呀!”

在该公司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 一瓶瓶
富硒山茶油 ,从生产线上流淌、灌瓶、再到包
装,看得记者眼花缭乱。颜盛军带着记者边看
边说：“我们这家企业是2008年落户桃
源的 ,2009年 ,在三阳港镇建起了第一个
1万亩富硒高产油茶林基地；2012年开始
建厂 ,2016年 ,利用“互联网+”的销售模
式 ,当年销售额就达1.35亿元 ,上交利税
308万元。桃源大多乡镇地处丘陵 ,且大
都处在经度111度、 纬度28度的富硒带
上。这些年 ,我们在全县8个乡镇发展富
硒油茶林基地已达10万亩。在奋战新3年
中 ,我们再将油茶林扩大至30万亩 ,销售
额可望达5亿元 ,上交利税1000万。这个

目标,一定会实现。”
登上三阳港镇的万亩富硒油茶林基地,只

见梯田状的油茶林, 在阳光照射下格外翠绿。
油茶林里,许许多多的农民正热火朝天地挥舞
着锄头,为一株株油茶开垄施肥。县富硒产业
办的李世均告诉记者,全县10个油茶林基地的
5000多名季节用工村民, 去年仅帮助博邦这
家公司培管油茶, 带来的收入就达2500多万
元。

离开桃源县时,落日的晚霞撒落在沅江水
面。 这预示着陶渊明笔下的这个人间仙境会
走向更加红火的新时代。

智
能
管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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