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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 今天， 湖南省质监局公布了
2017年湖南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情况。除发布重点工业产品的质量抽检
结果外，省质监局此次还发布了多款儿童
用品的消费预警。

2017年， 省质监局共抽查企业4465
家，涉及23个行业，抽查产品120类、9298
批次，包括日用消费品、建筑及装饰装修
材料、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
相关产品等5大类，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7.8%。

省质监局副局长杨亲鹏介绍，去
年，针对消费者网上投诉问题较多的产
品及与消费者健康、生活、安全密切相
关的产品，开展了网购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 在电商平台上共抽查10类产品，包
括儿童服饰、休闲服饰等品类，发现不
合格产品71批，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22.8%。

“如今， 消费者更加关注电商购物平
台，通过网购检验如发现问题，便会直接
追溯到生产企业， 令企业整改或立案查
处。”省质监局稽查局局长罗纳晚表示，电
商平台因其特殊性， 商品质量良莠不齐，
消费者尤其应注意辨别。

来自省质监局的数据还显示，床上用
品、热水器、灯具等66类产品未检出不合
格样品外，但有13类产品不合格检出率偏
高，其中，智能机器人不合格产品发现率
高达 75%， 防水涂料不合格检出率为
40%，软体家具不合格检出率为31.8%，位
列前三。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 ）今天，省质监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2017年执法打假情况，并通报
了2017年“质监利剑” 行动10大典型案
例。

2017年，省质监局根据质检总局的统一
部署，在全省分步部署实施了“两节两会”、电
取暖炉、农资产品、消费品、汽车（含校车）及
配件和汽柴油、食品相关产品、建材产品等8

个“质监利剑”专项行动和“双打”专项行动。
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32568人次， 检查企业
14190家，查办案件2516件，涉案货值5965万
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20件，案件信息公开
2122件。其中，大要案件175件，捣毁窝点52
个。与上年相比，查办案件数增长32%，大要
案件数增长 62% ， 案件信息公开数增长
138%，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数量也有一定幅度
增长。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陈志华 谭必松）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总公司今日发布，10日上午9时58分，益
马高速公路将建成通车。届时，益马高速将
通过连接益阳绕城高速、二广高速，有效分
流春运期间长益、益常高速交通压力。

益马高速是湖南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中
平江至怀化高速公路中的一段。 全线位于
益阳市境内，总里程57.9公里，为双向4车
道，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起于益阳市赫
山区绕城高速凤形山枢纽互通， 向西经高
新区、桃江县，于马迹塘镇北跨资江，止于
与二广高速交会处的马迹塘西枢纽互通。

益马公司经理付学问介绍， 益马高速
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比计划工
期提前9个月通车，可缓解春节假期长益高
速、益常高速的交通压力。

春运期间，如遇长益、益常高速拥堵，
车主可通过益马高速分流。其中，益阳往常
德车辆可通过益阳绕城高速走益马高速，
再转二广高速至常德； 从广东北上往益阳
的车辆， 可通过二广高速转益马高速至益
阳。

按计划，益马高速还将西延至怀化市，
由此形成一条连接湘东与湘西南的东西向
快速通道。

通讯员 唐小平 陈梅 邹郁杰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2月6日，正值节前返乡客流高峰。深圳
东开往成都东的K502次列车上，张坚和李
小曼在16号车厢忙碌地为旅客服务。

这是一对新婚的90后铁路小夫妻，他
们正在春运列车上度“蜜月”。

丈夫张坚是广铁集团长沙供电段行政
办公室工作人员， 妻子李小曼是长沙供电
段长沙变配电检修车间高压试验工。

今年春运， 长沙供电段需抽调230名
干部职工参加春运值乘，张坚被抽去支援。

李小曼听说后， 也主动请缨参加临客
值乘。

张坚问妻子：“为啥非要主动跑车？”
平时大大咧咧的李小曼却害羞地低下了
头，小声嘟囔道：“你在哪，哪里便是我们
的家……”

李小曼和张坚因2016年春运临客值
乘相识相恋。当时，他们一同值乘广州开往
常德的临客列车。李小曼是列车员，张坚担
任列车安全员。

今年春运大幕开启前， 小两口回老家
举办了婚礼。婚礼结束后第二天，便赶回长
沙参加春运临客值乘培训。

5日14时， 张坚和李小曼开始了首趟
春运值乘。单位考虑到他们新婚，便安排两
人在一个组，于是夫妻俩包乘了16号车厢。

6日6时22分， 满载着1800名旅客的
K502次列车从深圳东站开出。列车员李小
曼笔直地立岗迎客，认真查验车票，自如开
关车门。张坚性格有些腼腆，在一旁默默地
帮着打扫车厢，生怕累着了妻子。

2月9日上午，这对小夫妻顺利完成了
第一趟出乘任务，回到了长沙。

“把数千名旅客安全顺利送回家过年，
我们的蜜月辛苦并甜蜜着呢！”张坚说。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魏宏齐 何传彪）2月8日17时， 黔张常铁
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大坡隧道顺利贯通，比计
划工期提前了138天。至此，黔张常铁路100
座隧道已贯通98座，为2019年底全线通车创
造了条件。

中铁十八局黔张常铁路项目部介绍，黔
张常铁路的桥隧比高达78.1%。

大坡隧道位于龙山县境内， 全长6678
米，双线隧道，为全线Ⅰ级风险隧道之一。隧
道大部分为岩溶段， 施工难度很大。2014年
12月28日开工。

黔张常铁路是渝长厦快速铁路的一
部分，于2014年12月开工建设，起于重庆
市黔江区 ，经张家界市 ，止于常德市 。总
长339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为客货共
线的国铁Ⅰ级双线电气化快速铁路 。建
成通车后 ， 预计从重庆到长沙仅需 4小
时 ， 相比现有铁路走向要节约 7小时左
右。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进
入2018年，工程机械行业复苏态势进一步
强劲。近日，在中联重科华东分公司举行的
“2018年大客户合作签约仪式”上，中联重
科与华东区域32家行业标杆企业签署深
度合作协议，签约总价值超20亿元，喜获
“开门红”。

岁末年初，中联重科订单、大单不断。
长沙、广州、昆明、西安、合肥5场新产品推
广会，现场签约达4.2亿元。

华东区域签约企业———上海庞源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 是中国起重机械租赁行业
的龙头企业， 中联重科为其最大的设备供
应商，双方合作已有17年。该公司拥有中联
重科制造的各种型号塔式起重机1677台、

履带吊24台。其执行董事柴昭一称，中联
重科对待客户真诚，产品质量值得信赖，服
务值得点赞。

近年， 中联重科在企业管理、 产品升
级、 客户服务三端一齐发力， 转型成效明
显。目前，混凝土、起重机械等优势领域产
品更优更稳；机制砂、干混砂浆、喷射机械、
高空作业平台等新兴板块，正蓄势发力；新
一代智能、绿色的4.0产品，广受客户认可
和好评；聚焦核心客户、设立客户联盟，重
构的客户关系和盈利模式， 更让中联重科
赢得先机。

随着行业回暖， 中联重科的经营业绩
也在稳步提升。2017年， 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至14亿元。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据国家工信部通报，2017年我省
504套重大技术装备获得国家首台（套）技术
装备推广应用保险补助资金19649万元，获
补资金居全国第一位。我省获国家首台（套）
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保险补助资金， 已连续3
年居全国前三位，共有1039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获得国家补贴。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推广应用和重点新材料首批次推广
应用认定奖励制度。

自2012年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认定奖励制度以来，全省累计安排奖励资金
1.8亿元，奖励产品453个，引导企业投入产
品研发资金50亿元。磁悬浮列车、盾构机、海
上风电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迅速打入

国际市场。2017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实现
新产品销售收入7314亿元，同比增长7.5%。

2014年实施重点新材料产品首批次
应用示范专项补助制度以来， 累计安排资
金1亿元， 奖励重点新材料产品222个，带
动市场销售120多亿元； 获得支持的重点
新材料产品申请专利800多项。

新材料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湖南京
湘磁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高性能粘结钕铁硼
快淬磁粉，成功打破美国MQI公司垄断，用
户由2013年的1户增至目前的22户，成为本
田、丰田的供货商。该产品总销售额由2013
年的350万元跃升至2017年的8000万元。

以我省这两项制度为主要参考依据，我
国陆续建立起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和首
批次重点新材料推广应用保险补助制度。

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如何
省质监局公布抽查结果显示，床上用品、热水器等66类产品未检出

不合格样品，智能机器人、防水涂料、软体家具等品类不合格率较高

“质监利剑”露锋芒
2017年全省质监查办案件2516件，涉案货值5965万元

春运进行时

益马高速公路今日通车
广东北上车辆可通过二广、益马至益阳

铁路小夫妻，岗位度蜜月

中联重科喜迎“开门红”
华东区域一次性签约逾20亿元

1039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获国家补贴

2月8日，黔张常铁路大坡隧道顺利贯通，比计划工期提前了138天完成。 胡域 曾祥辉 摄影报道

黔张常铁路控制性工程大坡隧道贯通
全线100座隧道已贯通98座，为2019年底全线通车创造条件

2017年“质监利剑”10大典型案例

1、株洲市刘和平等6人生产销售冒用
他人厂名厂址的水泥案

2、 湖南建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假冒“湘钢”钢材案

3、 四川南部兴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无证安装燃气管道案

4、 衡阳市珠晖区成源防水材料厂无
证生产防水卷材案

5、 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司无证生产
不合格及擅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认证的
电线产品案

6、 益阳西思特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
电梯未经监督检验案

7、 郴州市苏仙区坳上镇一造假窝点
生产假冒“HP”硒鼓案

8、 湖南盈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涉嫌
挂牌销售假冒伪劣电缆案

9、 湖南星莱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冒用
他人厂名厂址生产销售工程机械和车用
油品案

10、浏阳市中洲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不合格烟花产品案

相关链接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