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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通讯员 胡清 武
劲 记者 曹娴）火红的刀盘、硕大的身躯……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出口
欧洲的盾构机“加丽娜”号模型，11月15日在
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上惊艳亮相，吸引了一批批
观众驻足观看。

“加丽娜”是根据真机按照1:16比例制作
的模型， 也是国内掘进机行业唯一代表产品
入选此次展览，位于“大国气象———蓬勃发展
的中国企业”主题展区。

作为全球领先的隧道施工智能装备和
高端轨道设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铁建重
工自主研发的掘进机、凿岩台车、混凝土喷
射台车等高端装备，在江河湖海、城市、高寒
地区、煤矿、山岭等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建
设中屡建奇功。

“加丽娜”号是铁建重工自主研制首次出
口到欧洲地区、 挑战世界极寒环境的国产盾
构机，目前正在莫斯科地铁项目施工。在俄罗
斯使用盾构机， 最大的难点在于极寒的施工
作业环境。“加丽娜” 开发了可耐零下30摄氏
度低温的主驱动，并增加液压泵站、变频器等
辅助加热系统， 使设备完全适应俄罗斯极寒
施工作业环境。2017年，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

5台国产品牌盾构机出口到俄罗斯，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铁建设注入“中国动力”。

近年来， 铁建重工充分利用中国铁建
长期积累的施工技术与经验， 坚持自主创
新，推动国产隧道掘进装备快速发展，研制

的岩石隧道掘进机（TBM）和大直径盾构机
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 开发了50余项填补
国内甚至全球空白的首台套产品， 系列产
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国产第
一品牌。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向 戴帅汝）阴雨绵绵，预计未来
7天仍以雨天为主， 累计降雨量异常偏多。
长沙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提醒， 阴雨寡照
天气对水果品质及晚稻收晒有影响。此外，
16日开始，较强冷空气将悄然而至，气温明
显下滑，公众请注意防寒保暖。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有5天左右下
雨，累计降雨量异常偏多。气温方面，16日
至18日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全省平均
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湿冷感明显。

针对阴雨寡照天气， 长沙市公共气象
服务中心专家建议， 油菜田块要保持“三
沟”通畅，以防渍害；缺苗和挤苗严重的田
块，及时做好间苗、补苗，并适时适度追肥，
以促进油菜冬前发棵； 抓紧完成晚稻收割
扫尾工作，有条件地区，可采取人工烘干等
措施，以防稻谷霉变；柑橘等水果采收注意
避开降雨时段，树冠带水时不宜采摘，避免
储运烂果；采摘的果实不宜露天堆放过夜，
应及时移入室内通风摊晾， 并尽可能减少
果实堆压，以减少烂果。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胡信松 金慧
钟铖 龚剑）今天，2018中国（湖南）国际轨
道交通产业博览会现场， 湖南新天地集团
湘南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公共
客运车辆消防安全防护系统”，具备自动报
警、灭火、破玻功能，吸引众多与会客商的
关注。

据了解， 这套安全防护系统填补了国
内公共客运车辆整体安全防护的空白，各
项技术指标均已达到业内领先水平。 系统
由自动灭火装置、 自动破玻救生装置和自
动报警装置构成， 并通过控制系统构成统
一的整体。 当公交车内温感和烟感达到一
定指数时，系统会自动启动报警，并在数秒

内快速启动灭火和破玻装置， 不需要人工
灭火；当公交车遇到紧急情况，乘客只需摁
下“破玻”按钮，窗户玻璃就会自动破碎，不
需要拿锤子敲打， 能有效保障人员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湖南新天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纪
明介绍，近年来，湘器公司依托雄厚的火化
工技术优势， 大力进军公共安全防护领域，
自主研发生产的安防、消防系列产品得到消
防部门的高度肯定与市场认可，产生了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下一步，集团将加大投
资力度， 建设一个现代化消防产业基地，将
消防系列产品打造成该公司的主业，走出一
条国有企业转型创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 我省物联网行业第三届高峰论坛在
长沙举行。此次论坛以“物联世界、共创未
来”为主题，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360集团等单位代表600多人聚集一起，共
商共议行业发展。

控制家中窗帘合闭、光源明暗、音乐启
闭、温度调解的智能开关，单位小范围精准

导航， 红外线3D人脸识别……论坛现场，
众多高科技企业展示了其看家本领， 引得
众人点赞。 长沙市委统战部主要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长沙物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市
委市政府制定了“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3
年行动计划”“非公经济发展18条”“工业
30条” 等一系列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
策，给物联网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婧）近日，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
向涟源市安坪镇青山湾村、 安化县大福镇大
长村、平江县木金乡后岩村、隆回县荷香桥镇
兴隆村等13个定点帮扶村的3671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捐赠一年期的补充医疗团体保险，合

计保额7342万元，帮助村民实现保险全覆盖，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此前，该公司已向慈利县罗潭村、慈利县
大峡谷村、 洞口县椒林村的6072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捐赠保险。

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已与16个扶贫

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并派驻13名队员驻村
帮扶， 为太保系统内建立帮扶关系最多的分
公司。通过提高保障水平、降低保险费率、优
化理赔条件等特惠政策和特惠措施， 探索出
一条“保险扶贫、保险脱贫”的发展道路。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太保精准扶贫
项目共覆盖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460万人,�提
供保险保障1.36万亿元，选派209名驻村干部驻
村帮扶，实施“万名干部助万户”精准扶贫结对
响应，安置近3000名贫困户协保员就业。

铁建重工盾构机亮相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国产第一品牌，50余项首台套产品填补国内甚至全球空白

阴雨持续 冷空气加码
注意防寒保暖，农业需防渍害

自动报警、灭火、破玻
湘企研制客运车辆消防系统填补国内空白

省物联网第三届高峰论坛举行探索“保险扶贫、保险脱贫”发展之路
中国太保寿险向湖南定点帮扶贫困户赠送保险7342万元

11 月 15
日， 展览会现
场， 铁建重工
自主研制、出
口欧洲的盾构
机“加丽娜”号
模型。

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