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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毅 夏鸿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9月19日，浩吉铁路（原名“蒙华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 国内最长的运煤
专用通道浩吉铁路即将建成通车。这意味着，
湖南将迎来我国“北煤南运” 的重要战略通
道，从而极大保障我省的用煤需求。

洞庭湖上崛起一座世界级
铁路大桥

浩吉铁路，北起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的
浩勒报吉，南至江西省吉安市，途经内蒙古、陕
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七省区。全长
1813.5公里，线路设计时速120公里，是世界上
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铁路。

19日，记者在浩吉铁路洞庭湖特大桥现
场看到，这里已不见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只
见一条“钢铁巨龙”横跨洞庭湖上，三塔耸立，
斜拉索如“琴弦”般依次向外延展。

“大桥主跨为406米，是世界上跨度最大

的铁路三塔斜拉桥。”浩吉铁路项目总监理工
程师许兆军介绍， 这座洞庭湖上崛起的世界
级大桥，创下了多项“第一”。

如，世界上首次在斜拉桥上采用钢箱钢桁
结合主梁形式；世界上首次在斜拉桥上采用先
架设合龙钢箱梁后安装的施工方案；国内首次
在铁路桥上采用中塔长加劲索的大桥。

浩吉铁路在湖南境内途经华容县、 君山
区、云溪区、岳阳楼区、岳阳经开区、临湘市、
岳阳县、平江县、浏阳市。目前，浩吉铁路湖南
段已经完成了联调联试，具备通车条件。

记者了解到，浩吉铁路开通后还将进行一
段时间的试运行，期间将同步建设配套站点。

有望极大保障湖南用煤需求

据省发改委统计，2018年湖南省煤炭消
费总量为1.15亿吨左右， 而煤炭生产总量为
2000万吨，用煤需求缺口较大。

“浩吉铁路建成后，将有利于开发蒙陕甘
宁地区煤炭资源， 保障鄂湘赣等华中地区能
源供应。”浩吉铁路湘赣指挥部指挥长贾康田

介绍， 浩吉铁路规划年运输能力为2亿吨以上，
运营后将成为连接华北、华中地区的能源“大动
脉”。

目前，煤炭从北方到达我省，尚未有铁路直
达，主要依靠铁水联运。按照规划，浩吉铁路承
担的煤炭供应主要来自呼吉尔特、宁东、翰林等
地，其中50%以上到达湖北，湖南、江西分别占
30%、20%。

我省正在加快建设浩吉铁路在鄂湘赣五个
疏运基地之一———华容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
地。该项目于2014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由铁
路专用线、物流园、码头组成。

按规划， 该基地一期拟建设4个3000吨级
（兼顾5000吨级）煤炭出口泊位，建成达产后的
煤炭周转量为1500万吨/年； 二期预留4个泊
位，建成后年周转量可达4300万吨。目前，项目
前期工作正有序开展。

省发改委介绍， 我省正加强化解煤炭产能
与保障供应的统筹。 在省内优质煤矿提质升级
的同时，将引导电厂、钢铁等重点用煤企业主动
与北方煤炭生产企业展开合作， 并争取充分保
障煤炭运力。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喻阳 刘芳

李小平还在一线带队？很多人问。他妻子
龚立说：“他苦惯了，老把式一个，还天天早出
操、晚查寝。”

今年55岁的李小平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举重人才基地主任、教练，人称“金牌
教练”。30多年来，无论酷暑寒冬，他每天早
晨5时起床、晚上12时睡觉，一直拼搏在训练
场上。去年底，他被评为“敬业奉献”的“湖南
好人”。9月19日，记者特地前去采访他。

“脑壳里除了杠铃就是杠铃片。”上午8时
许，在湘西州民族体育学校田径场上，记者见
到李小平时，他刚下早操，满头汗水，精神矍
铄。

湘西州民族体校女子举重队创办于上世
纪80年代初，李小平是第一批教练。当时，训
练经费、器材短缺，李小平也不诉苦，闷头做
事。他用砖、铁丝等自制杠铃片，为运动员加
重。他上山砍竹竿、捡木头做成棍，教小队员
练技术动作， 杠铃杆断了自己焊接……就这
样， 他培养出了湘西州第一批全国女子举重
冠军。

“别人做不到的，要想办法完成；别人能
做好的，就要做得更好。”李小平说。

龙玉玲、杨霞、向艳梅、龙清泉……全国
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一步步攀登。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采访李小平时的情
景，那是去年9月省运会上，当时的他作为领
队，天天盯在赛场上，一天睡眠不足3小时，脸
色发黑，右眼时时发痛。

“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第一！”去年省运
会上，湘西州举重队夺得“五连冠”。李小平开
心了，右眼却看不见东西了。“怎么不早来？右
眼视网膜全脱落了。”赛后，李小平去湘西州
医院看病，医生叫他休息半年。他没有听，住
完20多天，就跑回了训练场。

李小平是教练， 也是出了名的“宅男”。
“巴掌大”的校园，是他的“朋友圈”。每天，他
往返于家中和训练场，除了比赛，很少迈出体
校一步。

“工作是他的全部，与世隔绝，住吉首这
么多年，他还‘闷街’。”说起丈夫，龚立有些心
疼。

在李小平的生活中， 学生与训练总是占
据首位。 学生龙玉玲13岁那年， 因训练强度
大，营养跟不上，嘴唇发白。李小平掏出自己
的工资，买来鸡蛋、红枣等，给她补身体。食堂
伙食不好，李小平就买菜、做饭，和学生们一
起吃。 看到学生衣服被磨坏， 就给学生买衣
服，还经常给家庭贫困的学生零用钱……

学生们也很关心李小平。逢年过节，李小
平常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短信和礼物。
有次， 学生杨霞送给他一件冬大衣。“衣服长
到脚踝，很保暖。”李小平开心地说。

给学生当爹又当妈， 自己的小孩却管得
少。有一年春节，龚立生下女儿才几个月，因
临近比赛，李小平没回家。后来龚立得知丈夫
在和学生们吃团圆饭， 哭得一塌糊涂：“我当
时气坏了。”龚立说，为备战省运会，李小平没
时间回家看被洪水围困的父母； 为解决训练
和比赛经费，他又四处奔走……现在，家人都
习惯了。

还有5年，李小平就要退休了。“头发刚‘刷
漆’。”李小平笑着说，“还可以守一届运动会，我
会珍惜每一天。”

■点评

在众人眼里，李小平早已功成名就，本可以
不在一线工作，但他舍不得训练场，舍不得那些
顽皮可爱的运动员。他坚持带队训练，只要有比
赛，他都会去“坐镇”，他也成了运动员们的信心
和底气。

湘西举重硕果累累，闻名中外。为此，一个
运动员需要奋斗十几年， 而李小平为此奋斗了
30多年。至今，李小平没想过休息，还在训练场
奔跑。有了这样的人，梦想就能成真，未来就会
灿烂！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奉永成）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湖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讨
会上获悉，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目前
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约60亿元，年
增速超20%。根据省工信厅编制的《湖南省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到2021年，我省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00亿元， 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近年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不断完善，已
初步形成具有国内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
新引领区、 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和人工智能
应用示范区。据省工信厅初步统计，目前，我
省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企业达400余家，长

沙、湘潭等地已形成产业集聚区。拥有国家超级
计算长沙中心（湖南大学）、机器人视觉感知与
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湖南人工智能学会、
自兴人工智能研究院、 湖南先进传感与信息技
术创新研究院等多家科研机构以及一批创新型
企业。

根据《行动计划》，未来3年我省将实施关键
技术创新计划、智能产品创新计划、重点领域创
新应用计划、集约集聚发展计划、支撑体系构建
计划五大任务；通过加强组织保障、加大政策支
持、深化开放合作、优化发展环境、加强人才培
育5项保障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将迎“北煤南运”新通道
国内最长的运煤专用通道浩吉铁路即将开通

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
到2021年，核心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00亿元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一天之内，我省3个海关机构
同时揭牌， 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今天，长沙海关所属长沙黄花机场海
关、郴州海关、永州海关同天揭牌，依法承
担属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通关
监管、征税、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食品检
验、商品检验、查缉走私、编制海关统计等
职责。

此前3地的海关办事处只能以长沙海
关名义开展海关业务， 行政审批受理和决
定需由长沙海关作出。升格为隶属海关后，
所有授权事项均可由隶属海关按照职责、
权限直接受理或者审批， 将更便利当地外
贸企业办理海关业务。长沙海关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戴文涛介绍，3个隶属海关的设

立，将在进一步完善区域功能、打造外贸竞
争优势、提升对外开放形象、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地海关负责
人表示，将主动对接当地开放发展需求，认
真履行好海关职责， 切实强化监管优化服
务，全力服务开放崛起。

据了解，在去年海关机构改革中，海关
总署批准在湖南设立正处级隶属海关16
个，实现了全省各市州海关机构全覆盖，原
先设在长沙黄花机场、郴州、永州的海关办
事处全部升格为正处级海关， 以前未设立
海关机构的怀化、邵阳、益阳、娄底、长沙邮
局也都全部设立正处级隶属海关， 全面补
齐了我省海关机构这个重要开放要素的数
量短板， 为加快我省开放崛起创造了更好
条件。

3海关机构同一天揭牌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郴州海关、永州海关正式运营

9月19日，俯瞰浩吉铁路洞庭湖特大桥雄姿。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我会珍惜每一天”
———记“敬业奉献好人”李小平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邹靖方）想来“网红”城市长沙旅游，又怕人
多， 如何错峰出行？ 轻触入住酒店房间的
5G信号屏，橘子洲头、黄兴步行街等地的
人流情况即刻一目了然； 来到琳琅满目的
商场购物，如何找到喜欢的品牌？精确到平
方米级别的5G导航，能迅速引你走到心仪
的店铺。今天，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长沙分
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移动”）和湖南运达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集团”）的
5G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 记者了解到，预
计在今年底，这些5G技术的应用场景即可
相继进入人们的生活。

根据协议， 长沙移动和运达集团将联
手打造省内首家5G应用全覆盖高端城市
综合体， 运达集团旗下的运达中央广场为
此次合作的落地点。双方依托5G大数据处
理，对区域内的瑞吉酒店、W酒店、运达公
寓、住宅小区、写字楼、商场等所有业态实
现实时掌控、集约高效的管理，形成智慧酒

店、智慧商圈、智慧楼宇的统一解决方案，
运达中央广场也将成为我省首家实现5G
全覆盖的高端城市综合体。

长沙移动政企客户部系统集成主任肖
凌峰介绍，过去，5G技术只在商圈、酒店等
单一项目上实施应用，这次则实现了5G技
术在“吃、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的全
覆盖。最快在今年10月，可以完成对运达
中央广场的5G基站部署，预计今年底可实
现应用。

目前的4G信号难以满足VR游戏的
网速需求怎么办？不久以后，接入5G基站
的小区居民，可享受千兆光纤，玩游戏不
卡了，高清视频更可随意观看。据了解，
长沙移动加入全国首批5G试商用城市之
后，已建成5G基站316个，实现了核心主
城区、省市政府大楼、梅溪湖片区、湘江
新区含浦无人测试区、 重要大专院校的
全面覆盖， 今年底预计累计开通1000个
5G基站。

“吃、住、行、游、购、娱”全包

首家5G全覆盖综合体年底有望实现

李小平 见习记者 李孟河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30岁的时候，刘友梅被任命为“韶山1
型”电力机车总设计师。第一台车跑起来，
他顾不上高兴。

“你以为跑起来就万事大吉了吗？反而
压力更大了。”9月中旬，在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机”）办公
室，无党派代表人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
梅对记者回忆。

“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处理，每天跟着
车跑，跟着司机倒班，半夜三更叫起来跟着
车走，出了问题车子开不动了，停在铁轨上，
你得马上解决。钻到车厢底下、趴在铁轨上，
一个一个去看，解决问题。”说到这，今年81
岁的刘友梅笑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年轻。”

那是1968年，中车株机的前身田心机
车厂开始自主研制“韶山1型”电力机车。厂
领导不顾争议， 大胆起用表现出色的刘友
梅担任总设计师。

中国电力机车的技术原本是从苏联引
进的， 但因技术不过关， 一直没有批量生
产。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中国于是开始独立
研制。在田心机车厂，被称为“电力机车活
字典”的刘友梅接过重任。他率领技术人员
对引进车进行了三次重大技术改造， 将牵
引电动机功率提高到700千瓦， 机车小时
功率、 持续功率分别提高到4200千瓦和
3780千瓦，电阻制动功率也提高到2800千
瓦， 最大时速达到90公里。 试制成功后，
“韶山1型”电力机车很快投入量产。

从“韶山1型”开始，中国铁路电力牵引
机车实现了从普载到重载、从常速到高速、
从交直传动到交流传动、从进口到出口的4
次历史性跨越。这其中的每一步，刘友梅都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力
机车之父”。

但对于过去， 无论是曾经经历的艰难
困苦，还是收获的辉煌成就，刘友梅都不愿
意多谈。

在刘友梅的办公桌后面，挂着一幅画，
一树红梅傲然绽放。这位院士，性格中也有
着和他名字一样高洁的因子。他对记者说：
“不要老问我过去，要朝前看，我要做的是
后面的事情。”

率领中国电力机车从跟跑、 并跑到进
入领跑行列之后， 刘友梅率先提出了轨道
交通“绿色”“智能”理念，首创全程无网储
能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2012年8月， 世界首台采用超级电容
储存电能作为主动力能源的列车在株洲下
线， 刘友梅骄傲地对来访者介绍：“每节车
厢的顶部都有一组超级电容， 只需要充电
30秒就可以支持列车行进两公里。也就是
说， 乘客上下车的时间就足够让列车充满
电，开往下一站。”

将超级电容运用于列车的大胆想法，
最早来自于刘友梅和外籍专家在一次交谈
中迸发的灵感。当时,这位外籍专家正向中
方介绍超级电容储能在港口起重机上的应
用案例，刘友梅很快联想到，既然吊装集装
箱时消耗的势能可以转化储存， 列车制动
时消耗的动能为什么不可以?�最终， 他率
领团队将这一创新灵感变为现实。

如今，81岁的刘友梅每天仍然会出现
在办公室，他说：“只要身体允许，我这一辈
子都要奉献给国家和公司。”

“轨道交通如何实现智能化，实现自动驾
驶、自动管运”是刘友梅现在关心的事。他欣
慰地告诉记者，在中车株机，已经有一批年轻
的人才成长起来了， 自己现在主要做的就是
站在他们身后，摇旗呐喊，把握研究方向。

采访快要结束时， 刘友梅再次对记者
重复他说过无数次的一句话：“一个企业、
一个产业、一个行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
路线。任何核心技术都是买不来的，要不来
的，讨不来的。”

停顿片刻，刘友梅加上一句：“我这一
生，就是在这个方面，作为一名战士冲过
来的。”

爱国情 奋斗者

像战士一样冲向创新的战场
———访无党派代表人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吴浪波） 18日，以我国“两弹一星”
元勋周光召先生名字命名的“光召论坛”启
动仪式暨首期论坛， 在湖南师范大学国际
学术报告厅举行。据悉，“光召论坛”由省科
技厅、湖南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中国科学
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
办，旨在进一步弘扬周光召先生厚德载物、
求真创新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 汇聚热
爱教育、造诣深厚、德才兼备的学术大师参
与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培养。

今年90岁的周光召先生是湖南长沙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
家。历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等职。1995年， 光召先生向家乡
捐赠100万元人民币，1996年正式成立湖
南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 至今共开展了11
届“光召奖”评选，已有62人获奖，其中18人
当选为两院院士。

启动仪式上，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
究所欧阳钟灿院士含泪讲述了病床上的周
光召先生热爱科学的感人故事，并称“光召
论坛” 是送给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的光召
先生的最好礼物。启动仪式后，罗安院士、
陆佳政博士分别作了题为《多维多梯度培
养创新型大国工匠的方法与实践》《电网覆
冰灾害防治技术创新》的主题报告。

“光召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