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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进行时

湖南“掘金”大数据产业

1月25日至29日，湖南地区跑出一趟历时近90小时的套跑图定列车——
—

一次5天4晚的值乘

计划用3年时间，推动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湖南日报 1 月 29 日讯（记 者 曹 娴 通 讯 员
张泽 鹏 ）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处于创新突破期，

产业发展迎来一轮新机遇。 由省工信厅编制
的 《湖南省大数据产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近日印发，计划用3年时间，
形成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产业链
完善的大数据产业生态， 推动我省大数据产
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该《三年行动计划》包括6项具体行动，分
别是：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提升行动、工业大
数据深化创新应用行动、 行业大数据深化创
新应用行动、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行动、大数
据安全保障提升行动、 大数据产业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
在关键技术研发上，我省将依托国防科
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
中心及我省大数据相关重点实验室等，在相
关领域进行前瞻布局， 加 强 大 数 据 基 础 研
究。
培育完善的大数据产品体系。 支持中国
长城、湖南麒麟、国科微等企业加快研发基础
产品， 冉星、 智慧眼等企业加快研发软件产
品， 科创信息、 易观国际等企业培育平台产
品，华菱云创、中车时代等企业研发行业技术
产品等， 到2021年形成10个以上面向各行业
的成熟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通讯员 陈梅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工业大数据领域， 加快相关数据采集设
备的部署和应用，到2021年，争取建成一个引
领全国的制造业大数据标杆项目， 建设10个
以上工业大数据示范平台， 全省实施100个
“大数据+制造业”试点示范项目。
围绕政务服务、智慧农业、地理信息、交
通物流、医疗、智慧健康养老、金融、文创、智
能驾驶、旅游、教育等领域，到2021年实施10
个“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
从人才、企业、集聚区三个层次，做好大数
据产业培育，力争到2021年，培育10家估值过20
亿元的大数据龙头企业，建设10个
“
大数据+”特
色产业园或应用示范基地。

1月29日10时8分，一趟从深圳东开往
长沙的K6622次临客列车缓缓驶入长沙火
车站。朱伟华和其他39名同事陆续走出了
列车。刚刚，他们在这趟列车上完成了一
次5天4晚的值乘。 这是今年春运以来，湖
南地区跑出的一趟历时近90小时的套跑
图定列车。
每年春运， 为了方便旅客中转和购
票， 铁路的一些图定列车会在跑完长途
后，再套跑部分临客车次。朱伟华值乘的
这趟列车，便是由深圳东开往成都东的图
定列车，套跑长沙至深圳一段临客，期间
更换4次车次。
朱伟华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长沙供电
段的团委书记。1月25日17时20分，他率值
乘组共40名人员，登上了开往深圳东的临
客K6621次。
这趟套跑图定列车，从长沙出发往深
圳东这一段并不载客。上车后，朱伟华组
织同事们一起贴窗花、挂气球，为旅客们
营造过年氛围。
这趟列车是广铁
“
共青团号”列车，值乘
的工作人员为长沙供电段的接触网工、变电
工。春运期间，他们
“
变身”列车乘务员。
26日3时40分，列车到达深圳东站。经
过简单的休整，车门敞开，迎接旅客。
“请各位排队有序上车！”在1号车厢
门口，乘务员张中寨一边检票一边提醒旅
客。95后的张中寨是一名接触网工， 也是
此趟“共青团号”列车的临时团支部书记。
“别看他年纪小，可已经是第5次参加
春运值乘工作了。”列车长胡奎介绍，张中
寨原本打算回河南老家见女友父母，因为
支援春运只好推迟见面。
26日5时51分，满载着千余名旅客，列车
更换车次为K502次，从深圳东开往成都东。
17时许，列车停靠长沙火车站。“列车
马上要发车了，请旅客赶紧上车。”列车长
胡奎大声提醒着站台上的乘客。
突然，不远处跑来一名男子，左手抱
着一个小女孩， 右手推着一个特大行李
箱，边跑边问胡奎：“请问1号车厢怎么走？”

我省大数据产业收入450亿元
工业大数据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湖南日报 1 月 29 日讯（记者 曹 娴 通 讯 员
张泽 鹏 ）据省工信厅测算，2018年全省大数据

产业实现收入450亿元。
我省大数据研发能力较强。 国防科技大
学天河二号获得世界超算“六连冠”殊荣，创
造了国际超算新纪录。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
心运营4年多，采用“政府主导、军地合作、省
校共建、市场运作”的创新模式。中南大学成
立的大数据研究院， 将大数据技术用于医院
临床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面向全国电解铝行
业的冶金大数据研发已有重大进展。 湖南大
学、湖南商学院都成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
我省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起步较早。湖

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2004年末， 创造
了全国社会信息体系建设的“湖南模式”。近
几年，我省的人口、法人、工商企业、空间地理
框架等基础数据库初具规模；税务、质监、人
社、 政务服务等业务数据库基本建立； 全省
80%以上的城乡居民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
50%以上医院为病人建立了电子病历档案；
省内县城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电子安防系统。
工业大数据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三一、中
联以工程机械物联网为基础， 深化大数据应
用，在数据里进行挖掘，包括故障诊断、客户
征信、市场预测、配件消耗预测。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研究所正在建设国内第一个轨道交通

领域的大数据中心和应用研究中心。
一批大数据经营企业卓有特色。 湖南亚
信科技与长沙市政府开展大数据应用合作，
科创信息开展电子政务领域大数据系统开发
服务；易观国际、九次方等大数据龙头企业落
户湖南；长沙工业云平台、天闻ECO云开放平
台、智慧眼社保大数据平台等大数据平台，在
全国走在前列。
一批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 湖南云巢东江
湖云数据中心、证通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中国
联通长沙数据中心已投入运营， 还有湖南芙蓉
云高密度云计算中心、 永州华为云计算数据中
心、中国移动云龙大数据中心等正在建设。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
渐成趋势
长沙近10个小区已加入
湖 南 日 报 1 月 29 日 讯 （记 者 陈 淦
璋 ） 今天是农历腊月廿四“小年”，长沙

又有芙蓉区东成大厦、开福区铁建山语
城等2个小区给全体业主发红包。 记者
采访发现，“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在长沙
开始成为趋势，岁末年初之际，全市已
有近10个小区加入发“红包”行列。
东成大厦业委会根据业主代表大
会决议，给全体业主和17名物业人员包
括保安人员在内， 都发放880元现金红
包，总额近20万元。东成大厦业委会主
任谈俊介绍，这是该小区第二次给全体
业主发红包，上一次（2018年春节）发放
标准为每户500元购物卡。同时，铁建山
语城小区此次也拿出公共收益中的34
万多元，以每户200元的标准，给全体业
主发放红包。
2018年末、2019年初，长沙市越来
越多的小区给业主发红包。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已有金色比华利、盛世荷园、鑫
天山水洲城、格蓝康都、绿地时代广场、
银力家园、阳明山庄等多个小区业委会
给全体业主发放红包，资金大多来自小
区公共收益，每户标准为数百元不等。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湖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利用物业管理区
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主要用于补充
专项维修资金；也可按照业主大会的决
定，用于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或者物业
管理方面的其他需要。东成大厦业委会
主任谈俊、盛世荷园小区业委会主任谢
永辉等人士纷纷认为，将公共利益的一
部分拿出来与全体业主共享，并通过媒
体广而告之，有利于唤醒更多小区业主
重视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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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你抱小孩，你推着行李跟我从5
号车厢先上车。”胡奎说着，一把抱过小孩，
将小孩和男子送上了车。
列车一路西行，于27日10时50分到达
成都东站。
旅客们纷纷下车，欢喜地踏上了回家
的路。 可值乘组只有1个小时的短暂停留
休整时间，便又要出发，返回深圳东站。车
次改为K501次。
12时左右， 站台上的两位白发老人吸引
了朱伟华的注意，他快速上前搀扶老人上车。
经交谈得知，两位旅客均已年过八旬，
其中老爷爷因为痔疮癌动过手术，行动非
常不便。这次，他们专门从成都赶到深圳和
姐妹相聚。朱伟华立即优化车组值乘安排，
抽出一人专门照料这对老人，并联系深圳
东站提前准备好轮椅。
再次经过近30小时的旅程，28日17时
55分，K501次列车返回了深圳东站。
“小朱呀，太感谢你们啦，你们这几个
年轻人一路上对我们嘘寒问暖，下车出站
又给我安排了轮椅，真是太贴心了。”两位
老人紧握朱伟华的双手，感激不尽。
“我们联系了公寓，大伙抓紧时间洗个
澡！”趁着有4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值乘
组所有人员赶紧在铁路行车公寓内抓紧
吃饭、休息。
28日23时55分， 大家又精神抖擞，再
次上车。此时，列车改为了由深圳东站发往
长沙火车站的临客K6622次。
离家的脚步越来越近，29日9时17分，
K6622次列车缓缓驶入株洲站站台。 车组
中唯一的女乘务员李子墨，一直紧盯站台，
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李子墨的父亲也是一名铁路职工，此
次春运被抽至株洲站，正好当天值班。父女
俩就这样默默地在站台上相会。
很快， 列车于10时8分抵达了终点站
长沙火车站。
“今天是农历小年，大伙回家过个快乐
年！”5天4晚的值乘任务圆满完成后，朱伟
华跟大伙互道祝福。
在家休息两天后，朱伟华又将踏上新
一轮的5天4晚值乘。

逛火宫殿城大庙会 过地道“长沙年”
湖南日报 1 月 29 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董劲）今天，是农历传统小年，2019年

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在黄兴广场火爆开幕，
精彩的节目表演，以及潮拍庙会、优质农产
品展销等特色活动，将整个长沙城带入了红
红火火喜迎春节的欢庆氛围中。
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自2013年举办
以来， 连续6年共吸引群众过千万人次，是
中南地区唯一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大型民俗
庙会，被评为长沙市文化消费“十大节会”，
是长沙文化旅游的重点品牌。
“天心区为对口扶贫点的农产品代言
吆喝， 把贫困户的农产品展销和庙会活动
深度融合，是本次庙会的一大亮点。”据庙
会工作人员介绍， 庙会现场展销的乡里腊

奖了一只鹅！
1月28日，资兴市州门司镇，游客兴奋地展示在趣味游戏中获得的奖品——
—大白鹅。当天，资兴
市举行第六届东江湖“寻味·乡愁”年货节，当地合作社、农民纷纷拿出自产的生态特色年货产品进
行展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淘宝”。
朱孝荣 摄

肉、高山悬崖蜜、山核桃油、新鲜冬笋等都
是直接从天心区对口扶贫点通道侗族自治
县、龙山县洛塔乡、浏阳市富溪村贫困农户
手上收来的，市民在观节目、品美食、赏民
俗的同时， 还可以将这些丰富多样的农产
品带回家。
据了解，本届庙会从小年启动到正月十
五闹元宵， 将持续22天， 共设置7大主题活
动，除启动仪式外，还有潮拍庙会、视觉庙
会、文创庙会、美食庙会、嗨唱庙会、欢喜庙
会等主题活动，各种传统民俗文化、新潮时
尚节目将依次亮相， 从传统年味到现代传
承，从线上到线下，每一项内容都丰富多彩，
每一项活动都精彩纷呈，有望陪市民过上一
“
长沙年”。
个传统与潮流交融的地道

我省首个电池储能电站并网

湖南有了大型“充电宝”
湖南日报 1 月 29 日 讯 （记 者 彭 雅 惠 ）今天，

湖南省首个电池储能电站项目——
—长沙电池
储能电站一期示范工程 朗
木 梨储能变电站正式
并网，这意味着我省有了一个大型“充电宝”，
具有削峰填谷、负荷响应等功能，可以提升湖
南电网电力供应保障水平、提高祁韶直流特高
压输送能力，有力缓解长沙地区用电高峰电力
不足问题。
长沙地区是我省用电负荷中心，随着经济
发展，该地区用电峰谷差问题日益突出，而湖
南电网调峰能力不足。因此，建设大型储能电
站的需求十分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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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电池储能电站示范工程属国家电网系
统规模最大的电池储能工程， 也是全国最大单
体容量室内储能电站。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示
范工程于2018年10月开工建设，共包含朗
木 梨、芙
蓉、延龙3个储能变电站，总功率达6万千瓦，总
容量12万千瓦时。其中，朗
木 梨储能变电站位于长
沙朗
木梨镇，占地5000余平方米，工程进度最快。
为了从源头保障电网及未来用电安全，国
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派出国网湖南电科院
“电博士”技术团队全程监督层层把关。
朗
木 梨储能变电站成功并网，为我省储能电
站建设、调试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1月29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雅典家园小区，现役士官杨思思（右一）收到部队专程
送来的立功喜报，一家人激动不已。当天，该县开展立功战士喜报发放暨慰问活动，给荣立
二等功和三等功的2名现役军人上门送喜报并慰问家属。
刘杰华 胡宗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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