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月8日晚，重建后的汶川县水磨镇风景迷人。 胡泽汇 摄

� � � � 5月8日上午，
株洲市天元区神农
大道，智轨列车在路
上运行。 当天，全球
首条智能轨道快运
系统正式进入为期
三个月的试运行阶
段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泰卢

5月8日， 株洲神农大道上，两
列色彩亮丽的智轨列车顺畅运行，
由中车株洲所研制的全球首条智
能轨道快运系统（以下简称“智
轨”） 示范线进入为期三个月的试
运行阶段。 记者登上了其中一列，
感受试运行列车带来的全新体验。

颜值与内涵俱升，安
全与节能兼顾

第一眼看过去， 首先发现的
是智轨列车的“颜”变了。

去年10月试跑时， 绿色外表
的智轨列车被媒体形容为“灵活的
绿胖子”，而5月8日试运行的两列
新列车，采用了橙色、蓝色、紫色等
亮色配色设计，更为时尚亮丽。

在安全性、 舒适性和实用性
等方面，新列车也有较大优化：增
加了360度环视系统和车辆雷达
等安全防护设施， 运行安全得到
进一步保障； 在内部空间布局方
面，增加了折叠座椅，可以提供更
多座位， 对扶手高度和数量也进
行了优化调整，设计更富人性化；
新列车还减轻了车辆本身的重
量，更为节能了。

宽敞的神农大道上，黄色的实
线隔离开了智轨列车与社会车辆。
自去年试跑以来，中车株洲所对智
轨示范线又进行了优化处理。

目前， 智轨示范线所经交叉
路口均进行了智轨列车优先通过
处理， 通过轨旁感应、 控制等装
置， 实现列车位移与红绿灯控制
系统的联动，保证智轨列车安全、
优先、快速通过交叉路口。

“为了保证乘客安全，我们进
行了大客流、 乘客生病及受伤等

六大专题的应急演练及防火综合
演练， 确保运营中突发事件的有
效应对。 ”中车株洲所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冯江华介绍， 为了科学
调度车辆， 线路还设立了智轨运
营调度控制中心， 可以对上线车
辆进行统一调度管理， 并实时掌
握车辆状态。

此外， 线路首末站配备的列
车充电装置采用了短时大功率快
充技术， 当列车进站发出充电申
请后， 充电装置自动切换为供电
状态， 充电10分钟能保证25公里
的续航里程。

3年左右在技术上实
现无人驾驶，未来将逐步
形成智轨行业标准

智轨列车自诞生起，人们就特

别关注它在智能驾驶方面的表现。
新列车在这方面较“绿胖

子” 有了较大提升， 车辆具备半
自动化驾驶能力， 正常情况下司
机只需进行辅助驾驶， 可以依靠
车辆自动循迹功能精准实现车辆
停靠站等功能。

“我们将在无人自动驾驶
方面持续努力。 ” 冯江华介绍，
自动驾驶程度一共分为 6个等
级， 从L0的全人工驾驶到L5的
全自动驾驶 （即无人驾驶）， 根
据目前的研发计划和进度， 智
轨列车预计在今年底实现L2等
级， 从解放司机操控方向盘的
双手提升到解放司机操控牵引
与制动的双脚。

冯江华表示， 智轨列车行驶
在特定线路上，干扰源少，在技术

上相对容易实现无人驾驶， 结合
轨道交通的信号技术，3年左右即
可在技术上实现。 不过智轨属于
大运力公共交通工具， 出于安全
考虑， 自主驾驶实现后在法律层
面仍会要求有驾驶员监管。

作为新生事物， 智轨列车自
去年发布以来，其安全性、有序性
和规范标准便备受关注。

冯江华介绍， 智轨兼具轨道
交通和地面公共交通的双重属
性， 中车株洲所正在研究符合智
轨特点的跨界融合标准， 目前已
经形成中车株洲所的企业标准，
正逐步努力发展成为行业标准甚
至国家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株洲市智能
轨道快运系统管理办法》 正在制
定，并将于近期发布“试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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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飞 湖南日报记者 谭登

� � � � 【名片】
� � � � 罗沙沙，邵阳县小溪市乡梅州村人，
1988年3月出生。 她2011年从深圳返乡，
当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
蓝印花布传承人， 游刃于传统与时尚之
间。现在，她又投资建设国内独有的蓝印
花布文创产业园，印染着古老技艺的“年
轻梦”。

【故事】
� � � �一头浓密黑发，大眼睛里闪着明静，
是罗沙沙这位“80后”非遗传承人的初
见印象。5月7日，听她讲述自己的蓝印花
布故事：儿时家里床上盖的，母亲身上穿
的，都是蓝印花布；打小跟着母亲出入老
街、作坊，耳濡目染着蓝印花布的制作工
艺。那一抹曾经“衣被天下”、历经岁月漂
洗的靛蓝，刻在了记忆深处。

高考那年，罗沙沙不假思索，选择了
艺术设计专业。 大学毕业后又到清华大
学深造， 远赴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服装设
计，蓝印花布情结始终挥之不去。

2013年受邵阳县“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政策吸引，罗沙沙的母亲杨彩虹
回乡， 干起了保护与传承蓝印花布非遗
文化的冷门行当。随后，罗沙沙也回家，
跟母亲一道创办了湖南三力达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继承邵阳蓝印花布事业。

设在邵阳县城的邵阳蓝印花布文化
传承制作基地， 就是罗沙沙探究蓝白韵
律之美的“梦工场”。这里有传统土作坊、
式样设计屋、创意工作间、刻板制作室和
作品陈列馆， 展示着罗沙沙设计的上百
件蓝印花布作品。

当地纯正生态的染料稀少， 这位执
拗勇敢的“80后”姑娘，多次到贵州独
山、安顺山区，拜师当地传统艺人，苦心
求教， 终于找到了纯正原料野生板蓝根
种苗，带回家乡栽种了1000亩，还带动

当地500多名妇女就业。
现代织布的创意时尚， 蓝印花布的

文化质感，罗沙沙在两者之间妙手穿针，
寻找融合灵感。 她因此走出一条跨界设
计道路，蓝印花布与陶瓷，与茶艺，甚至
与浏阳烟花相结合，开发量产出衣帽、绣
扇、围巾、手包、窗帘、台布、笔袋、抱枕、
拖鞋、花伞等上百种文创衍生产品，通过
实体店和电商营销，深受市场青睐。

2016年罗沙沙听说法国是个喜欢
蓝色的国度， 于是带上蓝印花布， 到艺
术之都巴黎体验生活， 学习时尚元素。
她的这些创意产品掀起了一股蓝白丹青
的“中国流”， 巴黎的世界级商场“老
佛爷”， 主动引进这个东方的蓝色魅品，
与罗沙沙签订了一年两次的采购协议。

她还把蓝印花布系列产品带进了德
国、 美国等多个欧美国家， 惊艳一时。
在国内的敦煌、 大理、 张家界、 韶山、
凤凰、 崀山、 长沙雨花非遗馆等21个景
区， 设有邵阳蓝印花布作品展馆及销售
点， 年销售收入近5000万元。 在她的
蓝印花布制作基地， 有2000余名返乡
农村妇女和农村大学生实现就业创业。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谢衡兰 唐聪

“不交协调费，他们就强行把大货车
开到施工现场，不准我们开工。”……
5月8日，衡阳市蒸湘区杨柳村一团伙涉
嫌敲诈勒索案公开开庭庭审。而就在20
多天前， 蒸湘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案
的陆武斌、陆细明等八名“村霸”提起公
诉。

施工现场频现“蓝色东风
牌大货车”

2017年10月３日下午， 衡阳市蒸湘
区联合街道杨柳村第6组公租房3号楼建
设工地上，机声隆隆，人声鼎沸。

“不好，天泵车被蓝色东风牌大货车
堵住了， 后面的3辆运输车也出不来，整
个工地80多号人都没法继续作业了。”工
人们赶紧找到施工方广源公司负责人。

“不能把大货车开走，你们要拿钱来
才行。” 广源公司几次上前与阻工方沟
通，均以未果告终。

经依法查明，类似“堵车拦路”事件，
并非第一次，短短２个月时间，该辆“蓝
色东风牌大货车” 在该施工现场采取堵
工地出口大门或堵住路口不让对方车辆
进出等方式“霸道”阻工达４次之多。

揽不到工程便索要高额
“协调费”

经查，2015年， 衡阳市蒸湘区杨柳

公租房建设项目落户该区联合街道杨柳
村， 该村第６组村民陆武斌与村长陆细
明、其他村民陆东生、蒋建生等八人组成
利益共同体， 一起承包公租房建设砖渣
回填、下水道涵管等附属工程。但由于没
有相关建设资质，无法承包“赚钱多”的
主项目工程。

2016年年初,公租房工地打桩，被告
人陆武斌、 陆东生等人看到有人向工地
供应混凝土，便找到工地负责人，表示想
做工地混凝土业务。“承包混凝土项目”
的想法落空后，陆武斌等人并未放弃，随
即找到供应该组公租房混凝土商广源建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以各种
借口提出“想做该村组混凝土供应业务,
就要让利10元/平方米共计支付30余万
元给当地，充作‘协调费用’”。

“经济不景气，公司拿不出30万元协
调费。”广源公司没有出钱。为尽快拿到
协调费，陆武斌等人想出了“歪点子”。只
要见广源公司到该村进行混凝土浇筑，
该团伙就指使人驾驶大货车去施工现场
通过阻挡工地大门、 堵路禁止运送混凝
土泵车进出等方式阻工。

2017年10月3日,被告人陆虎（该团
伙成员）再次驾车阻工时,广源公司被迫
与之协商,并在当晚先期支付2万元协调
费后，被告人才将大货车开走。

2017年10月12日，被害人广源公司
到公安机关报案。同年10月19日陆武斌
等八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衡阳市公安
局蒸湘分局刑事拘留。

水印蓝花
秀青春

扫黑除恶进行时

强行阻工“民生项目”
衡阳一“村霸”团伙被提起公诉

罗沙沙

� � � �中车株洲所智轨列车开启为期三个月的试运行，与去年10月试跑
的智轨列车相比，新列车从内到外都有了很大的优化———

智轨列车新体验

� � � � 湖南日报 5月 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今天我省发布首批制
造业产融合作“白名单”，上榜的977家企
业将享有优先满足融资需求等一系列金
融支持政策。

今年3月8日，省经信委、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湖南省产
融合作制造业重点企业名单制度》，在全
国尚属首次。 省经信委总经济师熊琛介
绍，“白名单” 制度出台的主要依据是国
家5部委《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
指导意见》，目的是深入推动产业和金融
合作， 提高金融服务制造业的质量和效
率，支持我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白名单”企业主要为四类企业：湖
南省制造业和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重点
骨干企业及其配套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等； 上一年度获得或继续维持
有效状态的省级及省级以上认定、资质、

示范、表彰等企业；产业带动能力强、经
济效益高、发展前景好、信用记录优的创
新型或高成长性企业； 优先选择纳入湖
南省“产业项目建设年”重点推进的“五
个100”范围的企业。

金融支持具体措施包括， 省内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对进入“白名单” 的企业，
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 切实改进信用
评价机制， 主动开展营销对接， 优先满
足融资需求， 在贷款利率定价、 服务效
率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根据企业生产
经营实际和需求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
务等。

据介绍， “白名单” 实行动态管
理，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 每年调整一
次， 特殊情况即时调整。 凡“白名单”
企业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
策、 环保政策、 金融政策， 侵犯消费者
权益、 失信行为等情形， 将被移出“白
名单”。

湖南制造业产融合作“白名单”发布

� � � � 湖南日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胡泽汇 孙振华） 细雨
绵绵，青山默默。5月 8日，由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委宣传部主办的
“‘川’ 越十年·全国党报党端
联合采访活动”， 在阿坝州汶
川县映秀镇启动。由中央媒体
记者、“5·12”汶川地震对口援
建省（市）党报党端记者、四川
日报记者等 19 路采访团组
成的大型联动报道组，重访灾
区，共同见证这里十年翻天覆
地的变化。

2008年5月12日14是28
分，我国发生了以四川汶川为

震中的特大地震。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
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
地震。震级达里氏8级，造成巨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 灾区群众自强奋斗， 社
会各界守望相助， 援建省市
无私付出， 重建物资、 重振
经济、 重塑生态， 10年间
满目疮痍的巴蜀大地再现锦
绣河山。 2017年39个重灾和
10个极重灾县（市、区）人均
GDP分别是2008年的3倍和
3.3倍。

为见证浴火重生的人间

奇迹， 联动报道组从当年的
震中映秀镇出发， 重访“5·
12” 汶川地震部分受灾县，
用文字、照片观察记录10年
来的沧桑巨变。

映秀镇博爱新村饭店老
板杨云刚地震前在驾校当教
练。灾后重建完成，他瞄准映
秀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2012年开办博爱新村饭店，
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家庭
年纯收入达15万元。他喜滋
滋地说：“我们这么快又过上
幸福生活， 全要感谢党和国
家，还是那句话，我们身后有
一个强大的祖国！”

记者看到， 映秀镇街头
人们步履轻盈， 脸上挂着自
信的微笑。 新建的汶川映秀
小学里书声琅琅。 十年沧海
桑田， 灾区已从悲壮走向豪
迈， 从恢复重生走向发展振
兴。当地人欣喜地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是
农房，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
代的是医院， 最满意的是群
众！”

湖南日报与新湖南客户
端记者接下来将聚焦湖南当
年对口援建县理县， 感受那
里发生的喜人变化， 敬请关
注。

湖南日报记者 孙振华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连华玉， 是“‘川’ 越十
年———全国党报党端联合采访
活动” 5月8日第一站的讲解
员。 初一见面，洋溢在脸上的自
信、不俗的谈吐，还以为她是哪
个大学旅游专业“科班” 毕业
生。

“我就是一农妇哦，就是映
秀镇渔子溪村的村民。”连华玉
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一行。

提到渔子溪村，一般人可能
不太熟悉。但汶川大地震时，有
一个名叫林浩的小学生从容地
救出多名同学， 后来在北京奧
运会开幕式上与姚明手牵手亮

相，被全国人民记住。这位小英
雄就是渔子溪村人。

“大地震彻底摧毁我们的
家园，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当
时真的绝望了。”连华玉告诉记
者， 没有想到救援队伍这么快
就到了，给灾民送来了水、食品、
御寒的衣被， 很快大伙住进了
临时板房， 后来又住了一年的
过渡房， 两年后村民都搬进了
崭新的楼房。

顺着连华玉手指的方向望
去， 一排排羌族风格的楼房在
青山的环抱里煞是漂亮。“这些
房子可坚固啦，可以抵抗8级地
震。”

连华玉介绍，楼房面积根据
每户人口多少而定。她家3口人，

得了一套近100平方米3层楼房。
问起价格， 小连说，“可便宜了，
总共7万元房款，自己只掏了3万
多元。”

“村民靠什么生活？”
“老年人交了养老保险，每月

有1200元养老金；年轻人就业赚
钱的门路可多了。” 连华玉介绍，
几十名村民在映秀镇上、 地震纪
念馆从事保洁、安保；现在来村里
游客越来越多， 不少村民办起了
民宿、农家乐。“我家就联合5户村
民，正筹办一个大型农家乐，目前
正在建设施工，7月份就可开门迎
客人啰。”

带领记者穿行在花团锦簇
的鲜花种植园，连华玉介绍，村
里种植了100多亩芍药，这将是

村里的一大经济来源；明年还要
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既可以吸引
游客前来观光， 还可以用来制
药。

“你怎么当起了讲解员？”
连华玉告诉记者，地震前她

在映秀镇旅游公司搞营销；地震
后，当了一年的志愿者，义务为
来访者服务，后来经培训后走上
了现在的岗位。

当问到她家当前的收入，连
华玉说“秘密”。经不起记者再三
“盘问”，她透露，肯定比地震前
强多了。 她掰起指头跟记者算
账， 自己每月有三四千元收入；
老公帮别人开货车，有事做时每
月有五六千元收入；农家乐开起
来后收入肯定不会少，“我现在
感到很幸福、很知足，地震时村
里有40多人不幸罹难， 经历了
生离死别， 我真的把钱看淡了，
亲情、友情比什么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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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华玉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