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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见习记者 吴广）10月15日， 湖南中
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传出佳音， 该公司
与国内3家大型钢厂签署了中间包电磁
感应加热与精炼装置采购协议, 这表明
岳阳“智”造新产品的推广再次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 岳阳市工信局局长余国祥
称， 岳阳冶金磁力设备占据全国同类产
品60％以上市场份额，推进了岳阳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岳阳市具有50多年研发生产磁力
设备的历史， 是全球最大的电磁设备生
产基地。该市积极贯彻“制造强国”战略，

确立“工业强市”目标，通过举办展览展
销会，推动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扩大
行业影响。“国家磁力设备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全国磁力设备标准化工作组”双
双落户岳阳， 结束了磁力设备行业没有
国家标准的历史， 也确立了岳阳在此行
业领先地位。 岳阳已有中科电气、 科美
达、 大力神等30余家超亿元资产的企
业，被誉为“电磁之都”。

岳阳坚持政府、企业、行业三方联
动， 执行《岳阳电磁制造行业自律公
约》，加快产业差异化发展；建立产业
发展扶持专项基金， 聚集了全国70%

的电磁技术人才； 将电磁及磁力装备产
业链纳入12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 成立湖南首家民营投
资的行业创新中心，构建“政产学研用”
的技术创新系统。2017年11月，岳阳被确
定为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电磁产
业试点地区。

通过创新驱动， 岳阳电磁产业转型
发展渐入佳境。以中科电气、科美达为代
表的企业拥有专利400多项，每年申报冶
金磁力相关专利占全国75%以上； 轨道
交通车辆电磁制动与受流装置投入市
场，打破了德国、日本等国的垄断；神舟

飞船携带的试验用成套电磁搅拌装置、
用于冶炼中国航母部分特种钢材的电磁
搅拌设备相继研发投产。目前，岳阳冶金
磁力产品已发展至上千种， 应用于高铁
动车、精密化工、环境治理等新领域,产品
远销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亚洲、非
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陈余 覃琳）将党史和军史融合，
突出具有株洲本土特色的革命史； 既可
以现场观看主题展览， 还有独立场地开
展组织生活……这是记者10月14日在
株洲市国防教育馆看到的情景。

9月21日, 是全国第19个全民国防
教育日， 全省首个国防教育馆在株洲
军分区营区开馆， 为我省增添新一处

国防教育和主题教育阵地。目前，该馆
已接待来自省内多个市州党政考察团
和部队、企业、学校共1500余人次参观
学习。

该馆设有“辉煌征程”“红色株洲”
“强军誓言”3个主题展区， 内容包括党
史、军史、株洲红色革命史、株洲军分区
历史、党纪党规、组织生活区6个方面。将
文史资料图片、历史影像、革命史等运用

图版、雕像、场景模拟、多媒体等形式充分
展现。同时,针对不同参观群体设置专栏版
块，对青少年群体增加党政、军事知识板块
讲解。

株洲是一片红色土地，红色资源丰富。
近年来，该市军地合力挖掘“红色富矿”，建
设8个国家和省级国防教育基地，推动全民
国防教育深入普及。同时，创新方法手段和
体制机制，综合国防、禁毒、消防、救护等内

容，搭建“国防大课堂”线上学习平台；倡导
在微信、 微博转发红色图片、 编辑红色短
文、转发红色歌曲，使广大军民在追忆历史
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株洲还在全省率先探索市委党校学员
国防教育专题培训班制度， 开展国防知识
学习、国际形势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和徒步
行军拉练等课目, 推动全市国防教育活动
全方位展开，社会反响热烈。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打开手机微
信，对着外墙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就能一键识别掌握墙板
完整的产品信息。10月15日，在2019湖南（长沙）装配式
建筑与工程技术博览会（以下简称筑博会）现场，记者在
中建科技湖南公司的展厅内进行了体验。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张“身份证”是企业为每个装
配式建筑构件预埋的一块芯片， 包含构件生产品面积、体
积、生产日期、生产负责人、质检员、出厂检验、构建功能等
信息，业主可以通过扫码随时了解构件所在状态及所经每
道工序的负责人，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可及时追溯。

在展厅，还摆放着不少装配式建筑构件模型，包括公
轨合建大直径管径片、五合一外墙板、灌浆套筒等，吸引
了不少参展观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介绍，每种构件都有
不同的类型和尺寸，可以满足多功能变化的需求。

中建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杨鑫蕊介绍，
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能提高工程品质，降低
人力成本，有效节约资源，降低污染等优势特点。

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南累计实施装配式建筑项目4273
万平方米， 实现全省14个市州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和项目
全覆盖，年产能突破3000万平方米，总产值突破700亿元，
正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装配式建筑已成为继超级稻、
超级计算机、超高速轨道交通后的又一张“湖南名片”。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肖军）10月15
日，“恒爱行动” 爱心毛衣捐赠仪式在会同一中
举行，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联合恒源祥集团扶贫助学， 为该校贫困
学生捐赠手工毛衣100余件。

“恒爱行动”公益活动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和恒源祥集团共同发起。今年5月20日，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六师（苏南）分会与恒源祥集团签
订共建联建协议， 双方共建旨在探索开展革命
传统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途径和内容， 共同
传承新四军精神，促进红色文化的发扬与传承。

会同是粟裕大将的故乡。 为帮助该县的贫困
学子平安过冬，3家爱心单位联合开展了这次活
动。据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负责人介绍，这
些毛衣由恒源祥集团提供毛线和款式， 由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六师（苏南）分会爱心人士一针一线编
织，融入了对会同一中贫困学子的浓浓爱意。当天，
参与活动的爱心人士还亲手为孩子们穿上毛衣。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周丽莹 ) 今天上午，长
沙地铁5号线首列车顺利抵达长沙地
铁水渡河车辆段，为年底通车试运行、
2020年7月初期运营迈出了重要一
步。

上午7时许， 地铁5号线首列地铁
列车吊装工作开始， 在两台吊车的配
合下，6辆编组列车先后从卡车上吊
起，稳稳落在轨道上。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后续18列列车陆续运抵长沙后，将
有序开展综合联调联试工作。

长沙地铁5号线车辆色带颜色为
其线路色———黄色， 车体表面喷涂金

属漆， 具备优良的视觉效果和耐候性
能。 作为国内首条全线车辆采用永磁
牵引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列车
电机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强过载
能力、低噪音等优点，较异步牵引系统
列车节能效果显著， 综合节能率达
30%， 系统设备全部由省内企业自主
研制生产。

长沙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分公
司副总经理杨海通介绍，长沙地铁5
号线车辆还开创了地铁多个“第
一”，比如首次在车辆上配置针对多
个关键子系统的状态监测系统，包
括弓网检测系统、走行部监测系统、

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可及时了解、
处置车辆关键子系统的实时故障诊
断状态，确保车辆运营安全；首次采
用1080P车载视频监视系统，提升了
摄像头的分辨率及系统性能， 可有
效提升车辆安防水平等。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南起时
代阳光大道， 北至潘龙路， 穿越长沙
县、开福区、芙蓉区、雨花区，线路全长
22.5公里，设车站18座，其中换乘站7
座。据介绍，目前，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
18座车站主体结构、区间盾构已全部
完工，正在进行附属、铺轨、车辆段、主
变电站施工和机电安装。

开放全省首个国防教育馆,搭建“国防大课堂”学习平台

外墙也有“身份证”
扫码就能查到工序负责人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刘秉尧）“没想到这么简单就领到了减税红
包，‘申报即享受’给我们服下‘定心丸’。”10月
16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蛮好居”民宿负责人
许莉，在当地办税服务厅“小微企业咨询专窗”，
几分钟就完成了减税申报， 无须任何审批流
程、核查手续和证明资料。

近年来， 武陵源民宿旅游蓬勃发展，“小而
精”是民宿主要发展模式，行业经营主体以小
微企业和个体户居多。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
地落实， 武陵源区税务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持续优化申报核实方法，以保证小微企业减免
税户数、减免税额等数据的准确性。同时，该局
积极开展减免税效应分析， 重点加强案例分
析， 并对政策落实情况采取跟踪问效机制，做
好各方意见征集，及时反馈处理。

“钱比以前挣得更多，缴的税反而少了，让我
们实实在在获得红利。”许莉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仅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从原来月销售
额3万元提高至10万元这一项政策， 每月就可少
缴税款2000多元。据统计，今年以来，武陵源税务
局在民宿旅游方面共减税近300万元。

武陵源民宿喜获
近300万元减税红包

长沙地铁5号线首列车运抵长沙
明年7月初期运营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通讯员 李成文 见习记者
陈奕樊）近日，安乡县人大常委会领导率常委会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工作评议办公室来到县发改局、 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调研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评议工作，了解“放管服”改
革和“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并听取反馈意见。

“对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开展专项评议，是人大常
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实践。”安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汤平介绍，按照上级人大要求和县委决策部署，
结合人大职能定位，去年3月起，县人大常委会连续3年对
县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开展专项评议， 并创新方
式方法，坚持县乡联动，因地制宜做好自选动作。

去年，县人大常委会在确定评议对象时，把涉及到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的36个部门全部纳入， 在评议对象上实现了
当年全面覆盖。今年，因机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调整为30
个，评议对象也随之同步调整为30个，并将政府工作部门所
属的事业单位纳入主管部门评议结果。 同时， 通过明察暗
访，广泛深入单位、服务窗口、企业、群众等，了解被评议单
位“环境塑县”精神贯彻、依法行政、文明执法、高效服务等
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评议领导小组每2个月召开一次联
席会议， 对发现的问题归集整理和审查， 提出问题整改清
单，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进行交办。去年，共确定问题线索
53条，交办县政府后已全部整改到位。

为加强结果运用，彰显监督刚性，县人大常委会把测评
结果与县委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在县直单位年度绩效评估
中，对评议测评排名后3位的单位，其单位主要负责人不能
评为优岗；对评议测评连续两年排名后3位的，县委将对该
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免职处理； 对发生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重
大案件、造成重大损失、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县人大常委
会还将依法适时启动质询、 特定问题调查、 撤职等法定程
序。去年底，评议测评排名后3位的3家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县
直单位年度绩效考核中被取消优岗评选资格。

一针一线一片情
“恒爱行动”会同捐赠爱心毛衣

动真碰硬优化发展环境
安乡县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项

评议彰显监督刚性

10月16日晚，长沙地铁水渡河车辆段，5号线首列车停放在轨道上。当天，地铁5号线首列车顺利抵达长沙。地铁5号线
一期全线24列车，预计明年3月全部交付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见习记者 陈新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012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5
624
8134

0
12
141

179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780
90089

193
199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16日 第2019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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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2732400 元
11 2012 17 22 27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 月 16日

第 2019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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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1040 56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53 173 234069

4 79

“电磁之都”享誉中外岳阳
冶金磁力设备占全国市场份额6成以上，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株洲 以史为鉴深化国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