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好供给侧改革“种子田”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戊戌新春，常德城区，穿越沅江隧道施工
早已是热火朝天。

这是全省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
盾构机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制造。
2月23日，记者驱车来此，一睹盾构机的威力。
走进工地，戴上安全帽，记者迫不及待想

见到隧道施工的主角———国产首台常压换刀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沅安号”。

“正在作业，目前已开挖236米。”铁建重工
常德沅江隧道项目服务经理张克强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对记者说。

记者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盾构机远程
监控系统”APP。“施工单位、 业主都可以通过
这个系统，实时了解盾构机的作业情况。”

进隧道不久，张克强告诉记者，前面就是
盾构机了。原来，除了平时“露脸”最多的刀盘，
盾构机还包括盾体、拖车、连接桥、泥浆和砂石
传输设备等， 整体长度达132米， 整机重量约
3000吨，是个“巨无霸”。

伴随隆隆机器声， 记者走到盾构机前端，

透过开挖舱的监视口，可以看到前面的刀盘正
在旋转、掘进，裹挟着破碎掉的砂石。

“刀盘直径11.75米，不仅超大，而且很美。
当然， 现在从这个方位看不到。” 张克强笑着
说，“沅安号” 的刀盘貌似一朵绽放的桃花，因
此被称为“史上最美盾构机”。

这台盾构机颜值高，而且本领强。
“沅安号”拥有常压换刀这一“独门绝技”。

以前，泥水盾构机如需更换刀具，必须对刀盘
后的压力舱加压，确保与地层环境保持相当的
压力，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在高于正常气压2
倍的高压环境中更换刀具，风险系数较高。“沅
安号”通过设置一个闸门，切断刀盘位置与外
部的联系， 让工作人员可在常压环境下作业，
避免了作业风险，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张克强介绍，10余天前对刀具进行检查，
更换刀具21把，用时仅一天半；如果是带压换
刀，至少需要4至7天，不仅涉及到泥浆置换、掌
子面泥膜成形等多项衔接工作，还要实时监控
地面沉降，避免潜在风险。

“去看看盾构机的‘大脑’吧。”张克强带着
记者走进控制室。记者看到，盾构机控制台分2

个部分，一个是推进系统，一个是泥浆环路系
统，每个台面上有序排列着40多个不同形状的
按钮、开关；上方的显示屏上，盾构机上15处监
控点的画面清晰可见。

“老司机”刘园大年初三就上班了。此时，他
紧盯着操作界面，各项数值不时发生细微变动。
“11毫米/分钟，这是掘进速度；这6个按钮可控
制掘进方向。”刘园一边指点一边向记者介绍。

31岁的刘园拥有10年盾构机操作经验，开
过30多台不同类型的盾构机。他介绍，最先是
开进口盾构机， 这几年都是国产的了，“沅安
号”是他开过的最大的盾构机。

“好开不？”
“相当好开！”刘园说，比起进口盾构机，

“沅安号”操作系统的智能化、推进系统的稳定
性、泥浆环路系统的顺畅度，都很不错。

张克强介绍，在京沈高铁、豫机城际铁路、
北京地铁新机场线等重大工程的施工现场，铁
建重工的“钻地神器”正在大显身手。

打破国外垄断，完全自主研制，铁建重工TBM
（岩石掘进机） 和大直径盾构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已
达85%以上，还成功走出国门，彰显国之重器实力。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
时长）近日，娄底市首批51名公职律师庄严宣
誓后，正式奔赴工作岗位开展法律工作，为党
政机关做好决策、依法行政当好“守门员”。

公职律师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相较于社会

律师，除了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外，还熟悉政府机关
的工作运行程序，具有“离得近、叫得应、专业熟、
信息灵、反应快”等特点与优势。主要为所在单位
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建议，参与
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工作；调查和处理

具体法律事务， 代理本单位参加诉讼、 仲裁活动
等。着力当好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参谋官”。

娄底市司法部门把推进公职律师申报和
管理， 作为推动党政机关法制建设的重要举
措，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强化监督
考评和履职，完善津贴制度，并将党政机关普
遍设立公职律师制度纳入平安创建、法治政府
建设考核。通过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行政单位
的参谋作用，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能力。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2月2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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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20 4 0 6 5 6 1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817362.5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47 0 8 8
排列 5 18047 0 8 8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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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论市

“钻地神器”大显身手
———铁建重工盾构机隧道作业探秘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湖南中小微企业，快到“创
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显身手吧！

省经信委昨天发布，2018年“创客中
国”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已启
动，省内中小微企业尽快前来报名。

大赛主题是围绕产业链、 打造创新
链，由工信部指导，省经信委主办，省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以及各市州、县市区经信部门和有关工业
园区等承办。

参赛企业需为湖南省内注册、 注册
时间不少于1年、 符合划型标准规定的
中小微型企业， 无不良信用记录。 参赛
项目包括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管理创
新、业态创新。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湖南省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http://www.
smehn.cn）“2018‘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专栏”报名。报名截
止日期为2018年4月20日。

赛程分为县市区初赛、 市州复赛、全
省决赛3个阶段，分别在2018年5月、6月、
7月。决赛专家评审得分前50名的优胜项
目推荐参加工信部全国总决赛。

决赛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
奖12名，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
元资金奖励，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对各
级比赛评选出的优秀项目，省经信委将
给予优先列入湖南省“小巨人”企业培
育等政策支持，以及融资推介、宣传推
广等支持。

中小微企业
快来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项目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
报名登录http://www.smehn.cn，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

4月20日

娄底首批公职律师就职

党政机关有了法制“守门员”

孟姣燕

新鲜出炉的张家界春节假日旅游情
况显示，张家界旅游收入增幅明显高于接
待人次增幅。

这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 游客人均消费偏低是湖南

旅游业发展的痛点。如2016年，我省旅游人
均消费833元，低于全国平均1044元水平。

旅游业要更赚钱，必须让游客停下脚
步，产生更多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综
合消费。显然，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游客
愿意为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掏腰包”，才
能有效增加游客消费。

让游客延长停留时间， 不可能采取
“霸蛮”强制手段；让游客大方花钱，更不
可能强买强卖。唯有在丰富旅游产品和旅
游商品上大做文章，才能提升旅游产品和
旅游商品的吸引力。

事实上，张家界为延长游客驻足的时
间，这些年下了不少功夫。除经营好武陵
源核心景区处，还在东线、西线、南线推出
了一大批富有吸引力的景点；同时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 在满足游客山水观光需求
外，放大风土人情、休闲度假的吸引力，让
游客在体验游中流连忘返。

如武陵源景区，融入唱花灯、拦门酒
等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后，变成了“爆款”的
旅游产品，吸引着更多的游客进山；溪布
街推出的赶戏等民俗活动，让越来越多的
游客愿意多住一晚。

其实，加入民俗文化元素的深度体验
游产品， 在我省各市州已是精彩纷呈。越
来越有“内涵”的旅游产品，正是我省春节
假期揽客法宝。游客愿意花更多时间在湖
南旅行，也愿意为之埋单。

春节， 笔者的亲戚从成都来长沙过
年。原计划3天的行程，只因为长沙无可抵
挡的魅力，就变成了4天。

在望城几个古镇走走停停，亲戚感慨
不已：这里的年味儿弥漫着浓浓的湖湘味
道，值得停下脚步细细品味。

旅游业发展潜力无限。湖南每年要接
待国内外游客6亿多人次， 如何让游客从
慕名前来到“流连忘返”，“旅游+”深度融
合、创新旅游产品供给仍需持续发力。

慕名前来，还要“流连忘返”

株洲春节期间严查“四风”
发现问题线索297条，组织处理19人

2月23日早晨，大雾
笼罩长沙市城区， 云雾
之上的高楼犹如“天
宫”。当天，我省大部分
地区天气转晴， 出现大
雾天气。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雾锁
“天宫”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戴鹏）“‘纠四
风’要向深层次发展，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株洲市纪委今天通报， 该市在春节期间开展
“四风”专项检查行动，至2月22日，已核实问题
线索24条， 给予组织处理19人， 立案待处分6

人，其余问题线索正在抓紧核实中。
春节前夕， 株洲市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

部位，加强“治陋习、树新风”监督检查，持续发
力形成“四风”问题整治高压态势。春节期间，
市纪委联合市国税局等部门，随机抽查大型购

物场所、酒店，检查公款消费情况；对各县市区、
市直部门和市属医院作风建设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从1月26日
至今，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派出检查暗
访组433个1491人，检查机关、事业和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单位1283家，各级政务服务窗口单
位160家，宾馆酒店540家、商场超市123家，共
发现问题线索297条。至2月22日，市纪委发现
并交办问题线索62条。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鲁昌 龚俊恺）今天上午10时，省交警总队
前坪一架直升机徐徐升空，开始执行对长沙周
边高速主干道和重点路段的巡查监控任务。这
是湖南高速警察联合上海金汇救援湖南分公
司开展的湖南高速直升机免费应急救援活动，

通过直升机直播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
省高警局交管科民警谢一波介绍，当天巡查

的路线是从省交警总队出发， 行经长张高速、岳
临高速、长韶娄高速、沪昆高速，再到京港澳高
速。巡查过程中，高速警察实时监测高速公路路
面车流情况，通过直播平台发布高速路况，并将

道路上的交通情况及时报送交通指挥中心，为交
警部门进一步完善交通管制措施提供参考。

今年是湖南高速警察首次将直升机应用于
春运道路交通的巡查中。据悉，直升机是上海金
汇救援湖南分公司的AW119机型， 机上配有吸
痰器、注射泵、除颤监护仪、氧气瓶等设备，基本
具备空中ICU条件。 湖南直升机救援基地负责人
杨尚斌表示，遇到高速公路紧急情况，还能及时
开启“空中绿色通道” ，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的
时间，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 � � � �荨荨（上接1版）
“在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甘棠镇党

委负责人说，“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农村而言，就是要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业质量，
优化农产品结构、提升农产品质量’。”

脱贫有“种”，“种”出幸福。党的十九
大以后，经过反复调研，镇党委决定，把推
进杂交水稻制种作为“一乡一品”特色脱
贫产业，种好农业供给侧改革“种子田”。
计划今年推广制种面积万余亩，以此带动
贫困户增收。

为此，该镇成立专门班子，为农户和
种业公司牵“红线”，引进湖南金稻种业、
袁氏种业、安徽荃银高科、广东金稻、奥谱
隆种业、广阔天地种业、深圳兆龙种业等
企业，在大桥、建国等9个村建立制种基
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
合作社＋农户”等多种运作模式，由公司
与基地农户签订收购合同，建立保险赔偿
机制，抱团发展。

杂交水稻制种有
感杂风险，要求制种区
域集中连片，面积要在
100亩以上， 中间无插
花， 以形成自然隔离
带。镇里就安排驻村干
部与村干部一道，挨家
挨户做群众工作，推广
制种面积。

杂交水稻制种是

一门技术活，一般农民干不好。镇农技员
告诉记者，镇里协调安排种业公司的技术
员和农技站的农技员走村入户，将全程指
导整田、催芽、浸种、播种、盖膜、病虫害防
治和水肥管理，统一调度，同步处理。

“以前在外面打工， 看到制种产业有
‘钱景’，我就回来承包了80多亩水田。就按
一亩收入3000元算， 一年就是20多万元，
比打工强多了。”同村青年黄开文说，看到
姚祖海制种发了财，他也决定跟着一起干。

“年轻人有崇拜的偶像，我也有自己
的偶像，我的偶像就是姚祖海。”黄开文对
记者说。

“今年多种100亩， 收入还能翻一
番。”姚祖海信心满满。

“甩开膀子加油干， 乡村振兴会有
期。” 镇党委书记姚春明在田头上给村民
加油鼓劲，“全省首个杂交水稻制种产业
园在我们镇上开建了，入驻的种子企业来
了20多家。天时地利加人和，我们肯定有
一番新作为。”

五条高速一日游
直升机升空巡查 监测救援一肩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