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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6日

第 201921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93 1340 119662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2021 223 450683

1 3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6日 第201909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6590122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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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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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蒋伟

湖南磁浮，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
8月6日，全球首个“磁浮+文化+旅游”项目———凤

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动工建设， 该项目将现代轨道旅
游装备与凤凰人文自然风光完美融合， 开创磁浮技术
与文化旅游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体验，将成为美丽凤
凰一道流动风景线。

作为湖南两张靓丽“名片”，天下凤凰与湖南磁浮
的完美融合，必将产生1+1>2的乘数效应。

湖南磁浮产业，又一次抢占先机，开创了普速磁浮
交通应用先河。

� � � � � � � 构建完整产业链 ，加速打造
磁浮产业化基地

“磁浮技术与文化旅游相融合，这是我省磁浮技术
工程化、产业化的新探索，将赋予轨道交通全新的生命
力和商业价值。”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潇
表示，湖南在磁浮科技的应用上顺应了时代发展大势，
促进磁浮技术创新与应用，使磁浮技术造福人类。

从自主设计、制造、施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中低
速磁浮线———长沙磁浮快线， 到如今投资建设凤凰磁
浮文化旅游项目， 湖南在中低速磁浮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这一天，湖南人却摸索了很久。
中车株机副总工程师彭奇彪介绍，湖南人搞磁浮，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2005年， 日本爱知县的世界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

开通运营，一时间全球业界为之侧目。
2008年1月， 中车株机公司成立磁浮技术开发部

（磁浮研究所的前身）。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要做成中低速

磁浮列车项目，心里没底。”彭奇彪回忆，经过反复学习
考察、不停实验摸索，2012年1月20日，被命名为“追风
者”的我国首列可投入商业运营的中低速磁浮列车，在
中车株机公司磁浮交通系统中心徐徐驶入人们的视
野， 我国由此成为世界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制中低速磁
浮列车的国家。

为实现中国人“贴地飞行”的梦想，仅用5年时间，
我国就达到了国外同行用40年时间才实现的目标。

2015年12月26日，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试运行。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

对磁浮交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围绕磁浮技术与产业
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制定全省磁
浮交通发展规划，成立省级专项领导小组，构建省校合
作科研平台， 着力打造以磁浮交通为代表的轨道交通
产业集群。

“湖南已掌握磁浮核心技术，磁浮交通的主要设备
设施、配套件采购基本都可以在省内完成，构建了完整
产业链。”省国资委副主任杨平表示，特别是由湖南轨
道交通控股集团牵头，联合央企、省企组建的湖南磁浮
集团，致力于投资建设、设计咨询、装备制造、运营管理
等磁浮产业链优质资源商务集成， 向世界一流的新型
轨道交通综合服务商迈进， 加速湖南磁浮交通工程化
产业化进程， 为湖南建设国际磁浮产业化基地打下坚
实基础。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 湖南磁浮集团董事长王
武亮介绍，磁浮集团依托6家股东在技术创新、控制系
统、建筑施工、设备制造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打造
磁浮交通全产业链，除立足湖南开拓国内市场外，还将
着重推动磁浮交通核心装备制造“出海远征”，向国际
社会展示湖南磁浮的品牌和实力。

“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就是由湖南磁浮集团为
投资主体试水的第一个项目， 公司将在全球推广磁浮
技术与文化旅游相融合的新模式，目前已有9个项目在
进行前期论证、洽谈。”王武亮表示，磁浮技术只有产业
化才能走得更远。

� � � � � � � �瞄准科技前沿， 提高湖南
磁浮国际话语权

当前， 世界磁浮交通技术越来越多元化与多
样化，各种磁浮技术都在齐头并进发展，已商业化
应用的中低速与高速磁浮在不断升级与创新，超
导高速磁浮也正在进行工程化商业应用。此外，真
空管道磁浮、 货运磁浮等全新的磁浮运输方式也
在不断试验与探索。

湖南是国内较早开展磁浮技术研发与应用的
省份。长沙磁浮快线成功运营，彰显了中国在世界
中低速磁浮领域的巨大成就。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国内最早开展磁浮技术研
究的院校，先后攻克磁浮交通的悬浮导向控制、车
轨耦合振动等技术难题， 掌握了高速磁浮列车悬
浮控制的核心技术。

湖南省政府与国防科技大学合作成立省级研
发平台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 致力于磁浮技
术研发与创新。

2018年6月， 由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中
车株机公司联合设计研发的全球首款商用时速
160公里磁浮列车正式下线，标志着我省已完全构
建中低速磁浮列车研制平台。

目前， 中车株机公司还承担了国家科技部时
速200公里的第三代中速磁浮车辆关键技术攻关，
列车预计2020年下线。

“湖南在普速磁浮交通领域的众多技术创新和
应用推广经验弥足珍贵。”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
湖南磁浮集团总经理马捷介绍， 我省目前正组织中
速磁浮（时速160公里）核心技术攻关并已取得突破
性进展。今年8月2日，国内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
提速测试在长沙磁浮快线车辆基地启动， 中速磁浮
技术攻关进入最后的“试验验证”阶段。

中速磁浮列车提速测试的开展， 标志着我省在
磁浮交通自主创新上又迈上新台阶， 将对全国乃至
全世界磁浮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也将进一
步增强我省磁浮轨道交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我省必须统筹
推进高速磁浮技术攻关、掌握国际尖端科技，通过
不断创新，提高湖南磁浮在全球的话语权。”马捷
呼吁，省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及在湘央企应强强联
手，合力推进湖南磁浮产业发展。

今年1月， 磁浮技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成
立，集合了全省磁浮工程技术领域主要力量，工程
中心设立专家委员会， 聘请中国工程院多名院士
为首席技术专家， 聘请国内磁浮与轨道交通各专
业领域带头人及技术骨干等担任学术委员。

磁浮技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以促进湖南省
磁浮技术科技创新为目标，打造集磁浮技术研发、
项目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装备制造于
一体的技术合作平台。

我省还制定了中低速磁浮地方标准， 进一步巩
固湖南磁浮优势产业地位；同时，正在编制磁浮运营
标准体系、磁浮建设运营全过程总结等，完全的自主
知识产权和科学的技术标准体系， 促使这一工程在
占据产业化先机的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如今， 湖南已成为磁浮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
的热土。

“磁浮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关起门
来搞研发肯定不行， 在埋头发展磁浮
技术的同时，湖南也应放眼海外市场，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湖南轨道交通控
股集团、 湖南磁浮集团总经理马捷表
示。

2017年12月8日，以“磁浮交通技
术创新与应用”为主题的国际磁浮论坛
在张家界举行，来自美、德、俄、日等国
和我国磁浮领域知名专家，就磁浮技术
未来发展趋势、磁浮交通与城市交通的
兼容等问题进行交流。

省国资委副主任杨平认为，湖南已
拥有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的完整自主知
识产权和产业链，磁浮已成为湖南的一
张新“名片”，接下来“走出去”是必然趋
势。

2018年9月，第24届国际磁浮大会
在俄罗斯召开。湖南磁浮集团、中车株
机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湖南省磁浮技
术研究中心向大会全面报告了我省近
年来磁浮技术攻关与科技创新的进展

与成果，展示了湖南打造的完备磁浮全
产业链。大会执委会决定，2020年第25
届国际磁浮大会由湖南省举办。

国际磁浮大会是全球磁浮界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技术最权威的国际会
议，每两年举办一次，湖南磁浮产业赢
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

湖南的磁浮技术团队积极参加国
际交流与合作。先后赴俄罗斯、德国、捷
克、日本等地进行深入的商务与技术交
流，推动我省的磁浮交通技术与产业走
出湖南、走向世界。

今年7月12日， 湖南-迈阿密磁浮
交通交流会在长沙市举行，美国迈阿密
政府代表团来湘考察磁浮项目，并与湖
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洽谈项目合作，共
同推动将湖南磁浮交通技术应用于迈
阿密城市轨道系统。

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与湖南
磁浮集团还同美国、马来西亚、墨西哥
等国，就磁浮技术工程化应用及项目拓
展进行了密切合作。

与其它轨道交通相比，磁浮的优点
是环保性能好、噪声低、运行安全可靠、
建设与维护成本低等，爬坡能力和转弯
半径上优势也很明显，未来一定会成为
轨道交通不可或缺的选择。

“尽管湖南磁浮产业的发展取得了
不错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需要突破的瓶
颈，如，磁浮工程造价的竞争力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同频共
振还需加强，中低速磁悬浮线路应根据
实际需求规划建设，切忌一哄而上。”湖
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湖南磁浮集团总
经理马捷表示，磁浮产业全省应该统一
布局，统筹发展，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
入， 在新的磁浮技术领域深耕细作、创
新性地融合更多新技术， 如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理念。

高速磁浮、中低速磁浮在我国和其
他少数国家已得到商业应用，良好的乘

坐体验、稳定快速的运营管理，已得到
广泛的认可。

“湖南磁浮交通技术在未来要取
得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关键是要通过
不断的技术优化和升级， 提高现有磁
浮交通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不断降
低磁浮工程系统造价， 提升磁浮交通
应用的市场竞争力。”湖南磁浮集团常
务副总经理王良华认为， 我省应利用
现有磁浮技术基础， 拓展新的磁浮应
用研发领域， 打开磁浮交通技术更广
阔的商业应用市场；同时，聚焦前沿技
术的研发，如电动悬浮、永磁悬浮、超
导悬浮等新型磁浮技术， 抢占新技术
的桥头堡。

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湖南正全力
打造一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
磁浮产业集群， 走向世界磁浮产业舞
台。

荨荨（上接1版）
考察工作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治建设的重要论述， 从把准政治方向、坚
持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
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
治能力7个方面，形成“19个是否”评价要
点，来考察领导班子；从政治忠诚、政治定
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5个方
面，形成“16个是否”评价要点，为领导干
部进行“政治画像”。

政治建设考察通过深度访谈、查阅资
料和实地调研印证等形式，注重深入实际
考准考实政治表现情况，通过事例、数据
等评价干部、说明问题，做到具体、直观、
鲜活，防止空对空。

考察组对每名县市区党政正职都形
成一份政治考察“体检单”，并把“体检”成
果体现到干部使用上，坚决把政治上强的
干部用起来， 把政治上不过关的拿下去，
严把政治标准硬杠杠。

据统计，考察以来，省委先后从县市
区党政班子中提拔重用政治表现优秀的
干部28人， 其中提拔4名表现优秀的贫困
县县委书记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并继续
留任。对5名缺乏政治担当和政治能力、履
行职责不到位，工作被动落后的县市区党
政正职予以免职、调整。对2名“伪忠诚”、
两面人的县区党政正职坚决一票否决、严
肃查处。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在政治建设上
存在的苗头性问题， 省委组织部直接约

谈、诫勉了26名在“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工
作中担当不够、履职不力的县市区党政正
职。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政治担当不强、政
治作为不够等问题，省委及时出台20多项
激励关怀措施，通报表扬担当作为先进典
型174人，选树重点宣传先进人物32人，为
500多名受到诬告的干部澄清正名。

坚持考用并举，湖南开展政治建设考
察的教育功能、导向作用和带动效应逐步
显现。

“开展政治建设考察，让干部真正从
党性和忠诚度上来自我‘拷问’，从而及时
预警和纠正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上的偏
差。” 在接受省委组织部的政治建设考察
后，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将这套“政治体
检”应用到了全县乡镇和县直单位党政正
职之中。他介绍，今年县乡机构改革进展
顺利，一批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的干部得到重用。
在政治建设考察的正向激励下，2018

年，湖南新引进114家三类“500强”企业产
业项目177个，关停“散乱污”企业3734家，
实现131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8个贫困
县摘帽。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借鉴
省对县市区进行的政治建设考察，今年以
来，省委分批对14个市州的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进行政治建设考察，并在部分省直
单位开展政治建设考察试点工作。 下一
步， 政治建设考察将更加注重常态化，健
全考察反馈意见问题跟踪督办机制，并强
化成果运用，树立“政治标准第一位”的鲜
明选人用人导向。同时，考察将更加突出
“政治”二字，防止专项政治建设考察与一
般性考察、巡察混同，避免增加基层“应
考”压力。

“政治体检”把脉干部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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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磁浮技
术创新与产业
化征途上，一
路奔跑———1

2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湖南磁浮走向世界3

7月23日，长沙磁浮工程车辆段停靠的商用磁浮2.0版列车。 田超 摄

7月17日，
列车驶出长沙
磁浮高铁站。
长沙磁浮快线
连接长沙火车
南站和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
使旅客出行更
方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 2016年5月6日，试运营的磁浮列车。（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4 突破瓶颈，抢占全球磁浮产业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