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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解婷）8月2日，由百度联合中国一汽红旗生产
的国内首批量产L4级（即高度自动驾驶）自动
驾驶出租车———Robotaxi红旗E·界， 正式亮
相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年内将
在长沙开展大规模开放道路载人测试。

该款自动驾驶车型是中国一汽红旗旗下
第一款纯电动SUV，不同于普通汽车，车身配
备了多种自动驾驶辅助设备。 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车顶的摄像头、激光雷达、传感器等
设备与车厢内的触控平板以及车尾箱的车载

数据处理器相互配合，能够自动识别红绿灯、
感知车辆周边环境、检测识别障碍物、精准定
位导航等，从而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近年来 ,�长沙着力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
心， 将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重
点突破和超越方向， 在湖南湘江新区打造模拟
场景类型最多、 综合性能领先、 测试服务配套
最全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 )�测试区。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介
绍，目前，测试区正重点建设 100� 公里开放
城市道路、100公里开放智慧高速。 届时，

Robotaxi将投入“两个100”开放道路进行载
人测试，长沙市民可率先全国“尝鲜”自动驾
驶。

据悉， 为了确保Robotaxi后续在开放道
路实现安全的高度自动驾驶， 湖南湘江智能
科技创新中心与百度、 先导产投合资成立了
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将从封闭测
试、开放道路载人测试及后期运营全面接管。
除了车辆自身的感知设备， 每台车将配备至
少一名安全员、一名测试员，进一步确保自动
驾驶测试的顺利进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崔晓云 谢晓军 王红艳

现场指挥声与机器轰鸣声、 石块泥沙滚
动声，混合成独特的乐章。8月5日，在双牌县
境内海拔800多米的207国道K3381+300段，
施工人员冒着高温，在抢修道路。

今年7月发生洪灾，山上坍塌的土石掩埋
了207国道K3381+300段， 并导致50米长的
路基被掏空。为了保障畅通，双牌县公路部门
当时“抢”出一条能通行一辆车的临时通道。

如今，他们正抓紧时间，修复被毁公路。
现场施工技术员蒋顺武介绍， 山上施

工难度大，条件艰苦，大家住的是简易工棚，
吃饭也没有规律， 但为了早日修复公路，没
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李跃宏、蒋文源全
身暴露在烈日下， 他们分别担任临时通道
两端指挥。长时间吹口哨，两人的嘴唇变得
异常干裂。

挖掘机驾驶员陈新已在这里连续工作
20多天，他介绍，一天下来，汗水黏着灰尘，

特别难受。最可怕的是，随时有石块、泥土从
山上滚落。

在双牌县230省道（永连公路）、343省
道（西蔡公路）修复工地，施工人员也在忙着
清运土石方及疏通水沟、涵洞等，人人汗流
浃背。

据了解，7月的洪灾导致双牌县国省干道
出现53处塌方，有76处公路设施受损严重，需
要清理土石方0.82亿立方米。洪灾过后，该县
公路部门组织80多人，全部放弃休假，连续作
业。目前，土石方清运任务已完成60%。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朱人杰 朱向阳

7月21日， 双峰县甘棠镇金联村65岁
的刘进明， 手捧着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自
来水， 开心地说道：“不干净的水喝多了身
体会出毛病，多亏扶贫工作队打起了‘大水
井’。”

刘进明嘴里的“大水井”，是由水井、机
房、水塔、净水设备4大部分组成的安全饮
水工程。水井深8米，直径2.5米，泵房面积
约20平方米，还有增压罐和净水器。水塔
建在对面的山上，容水量100立方米，可供
全村的人畜饮水。

“水塔旁耸立的全自动一体化净水设
备，净水又排污，使水质达标，卫生安全。”
村会计朱松和介绍，“整个工程耗资142万
多元，其中国家投资80多万元，村里筹资
42万元，县税务局出资15万元，三方联手，
保证了这个民心项目的落实落地。”

2017年，双峰县地税局(现合并到双峰
县税务局)被县委确定为金联村扶贫单位，
该局李剑军带领2名队员进驻该村。

一说起自来水的来历， 村党总支书记
朱国柱就激动不已：“以前， 全村喝的是河
水，既不卫生又含有泥沙，成为困扰全村人
的心头之痛。”如今，不到2年的光景，全村
都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从2017年的工程立项，到当年的10月
初动工， 再到2018年9月送水入户，11个月
的330天里，扶贫队员吃住在村部，守护在
工地上。” 村主任朱锦吾竖起大拇指说，“材
料采购、水管铺设、水表装置、工程设计，个
个是质量监管的‘高手’和当家理财的‘行
家’，不愧是税务部门磨练的‘人才’。”

“有了这个自来水，方便多了，再也不
用井水或河水了。” 贫困户谢建兵欣喜地
说，“你看， 我们这个大院3大家15口人，洗
衣、煮饭、洗澡每月20多元的费用就够了，
经济、实惠、实用!”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井水甘甜映笑颜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金慧 陈柄丞）8
月1日， 望城经开区举行2019年重大产业
项目招商签约仪式，51个产业项目集中签
约，总投资额达128.31亿元，杉杉股份、立
邦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望城。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智能制造、 电子信
息、云计算、新材料、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
51个产业项目中，世界500强、上市公司11
家， 龙头企业6家。 20个代表项目现场签
约，其中投资35亿元项目1个，20亿元项目
1个，10亿元项目1个，呈现出涉及行业广、
技术层次高、创新能力强的特点。

“企业所需的人才、港口、土地和区位

条件等生产要素， 望城经开区都与之相当
匹配，能够大大节省企业成本。 ”宁波杉杉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峰表示， 本次签约
的杉杉股份4.5万吨锂盐项目落户望城经
开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将助推
企业真正形成核心竞争力。

今年以来，望城经开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两个年”工作部署，着眼高质量发展，聚焦招
大引强，加快推动智能终端、新一代半导体等
优势及新兴产业链聚集，引进了一大批制造业
龙头企业落地生根。 接下来，园区将着力为企
业提供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望城经开区51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128亿多元

国内首批量产L4级
自动驾驶出租车亮相长沙

年内上路载人测试

修复水毁公路忙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朱剑锋 姜彬

8月3日下午5时， 尽管太阳已经西斜，
室外温度仍然逼近36摄氏度， 长沙市天心
区坡子街街道仁美园有机更新项目工地
上，40多个工人正在挥汗如雨地施工。

做小工的孙政更正推着一车砖头往前
走，蓝色的T恤已全部湿透，衣服上的汗水
沿着袖口和衣沿边往下滴。

一车来回后，他抱着一瓶1.55升的矿泉
水咕噜咕噜地喝起来，不一会，就喝掉了一
大半。“气温太高了，汗水就没停过，这样的
水，我一天要喝掉6瓶。 ” 孙政更对记者说。

不远处的一个巷子里， 工人正在屋顶
进行人工接龙搬瓦片，烈日下，他们几乎都
穿着长袖。

“为了尽快完工，只能冒着烈日干，但

中午还是要求他们必须休息2个小时，要不
人吃不消。 ”施工方负责人殷秋良说，活虽
苦，但还是得有人干。

“跟农村的‘双抢’比起来，还是要好一
点， 而且街道和施工方为我们准备了防暑
降温药品和凉茶，感觉挺有人情味的。 ” 孙
政更说。

在南门口的上碧湘街有机更新项目上，
一处写着“消暑驿站”的凉棚下，摆着仁丹、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 还有一大桶凉茶，
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免费领取。
现场两位志愿者正在帮前来喝水的工人倒
水，还不时叮嘱：“注意安全，凉茶管够。 ”

这处消暑驿站由坡子街街道碧湘社区
组织实施， 吸引了南门口周边几十户商户

参与， 为过往行人和施工工人提供凉茶和
防暑降温药品。 南门口刚哥水果超市的老
板冯刚经常出钱买药， 并在驿站当志愿者。
“他们为了让我们这里变得更美付出劳动，
我们只是略表心意。 ” 冯刚说其实夏天送
凉茶活动已经持续6年了，以往都是为过往
行人和卖菜的小摊贩提供凉茶， 多年来，吸
引80多户商户参与。

“虽然温度高，但心里感觉很凉爽。 ”灌
了一大杯凉茶的工人肖前望说自己老家在
湘阴县， 以前曾在全国多个工地上干过，但
在长沙做得最开心，也最有人情味。

据了解， 目前在天心区的十几处工地
上，都搭建了消暑驿站，为一线工人送去“清
凉”。

天心区：消暑驿站送“清凉”

夏季送清凉
岳麓区开展高温专项救助行动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何丹）“你们也辛苦了，要注意防暑。 ”长沙持续
多日高温，8月2日，岳麓区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站
工作人员为前来寻求帮助的流浪人员发放菊花
茶、艾条等防暑防蚊物资。70岁的闻志坚老人接
过物资后，连声道谢。

7月15日以来，岳麓区救助站积极开展“夏季
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及时为街头流浪人员和生
活无着落人员送去关爱和清凉，确保他们安全过
夏。针对夏季高温救助工作特点，救助站在准备常
规食物和饮水的同时，增添清凉油、藿香正气水、
菊花茶、艾条等防蚊防暑降温药品，并对救助站的
电线、空调、电风扇、水管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定
时为站内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消暑凉茶。

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安全， 岳麓区救助站
工作人员还以桥梁下、 地下通道等生活无着落人
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为重点，加大巡查频率，扩
大巡查范围，延长夜巡时间，积极劝导流浪乞讨人
员进站接受救助， 对不愿进入救助机构的受助人
员，视其情况发放必要的防暑药品和食品。

此外，区救助站还与公安、城管、街道、卫生
等部门强化沟通、形成合力，建立拉网式排查，
不延误一次救助服务。

据统计，自7月“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开展以来， 岳麓区救助站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42人次， 其中自行来站求助人员126人次，其
他救助人员16人次。

套瓜
8月4日， 花垣县双龙镇岩

锣村， 苗族群众在进行套西瓜
比赛。 当天，该村举办西瓜丰收
节，苗族群众打苗鼓、唱苗歌、
舞龙舞狮，并开展套瓜、吃瓜等
趣味活动， 欢庆西瓜丰收。 近
年， 该村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帮扶下， 村民大力发展西瓜产
业增收。

龙恩泽 摄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任立）暑运过半，民航客流持续
攀升。省机场管理集团今日发布，自7月1日
进入暑运以来，截至7月31日，全省机场共
完成旅客吞吐量319.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3%，创单月客流历史新高；全省机场出
港航班平均客座率达90%， 远超全国平均
水平。

随着近期长沙直飞新加坡、大阪等“四
小时航空经济圈”国际航线开辟，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7月客流激增。 7月1日至31日，长
沙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51.2万人次，同比增
长9.5%。其中7月26日当天的客流量达8.84

万人次，创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多个支线机场的客流以两位数增幅快

速增长。 其中， 张家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0.3%；常德机场旅
客吞吐量达9.7万人次， 同比增长44%；衡
阳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
长24%。

机场提醒旅客，目前正值暑运高峰，长
沙机场有3个高峰时段，分别为6时30分至
9时、11时至13时、16时30分至19时。 如在
高峰期出行，建议提前2小时抵达机场。 旅
客可提前在网上值机， 也可在机场航站楼
内的自助值机系统自行办理值机手续。

暑运民航客流持续攀升
●7月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创单月历史新高
●全省机场出港航班平均客座率达90%， 远超全国

平均水平

铁路进入暑运高峰期
8月5日，长沙火车南站，旅客排队有序进站。 目前，长沙南站进入暑运高峰期，日均发

送旅客超12万人次。 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为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
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六
部门近日联合公布了2019年列入中央财
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我省长
沙县开慧镇开慧村、 新邵县巨口铺镇刘家
村、新化县水车镇楼下村、吉首市矮寨镇坪
年村等105个中国传统村落入列， 数量居
全国第一。

据了解， 此次各省市区共有600个中
国传统村落列入2019年中央财政支持范
围。进入名单的各中国传统村落，将一次性
获得30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用于中

国传统村落的各类保护项目实施， 包括传
统建筑保护、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历史环境
要素修复、 卫生等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环
境整治、文物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保护等。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
色， 较完整地体现了一定时期的传统风貌，
拥有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
自2012年以来，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公
布了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其中，我省的
中国传统村落达到658个，总量排全国第三，
位居贵州省、云南省之后。

我省105个“中国传统村落”
获中央财政支持

用于传统建筑保护、历史环境要素修复、文物保护等

高温巡检保安全
8月5日， 长沙动车运用所， 随车机械师冒着高温在检查车辆走行部情况。 近

段时间持续高温， 该所随车机械师在车辆启动前， 需在温度达40多摄氏度的股道
上对车辆走行部、 制动设备、 高压设备等进行确认检查， 把好行车安全最后一道
关， 确保暑运期间车辆平稳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