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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何丽丽）今天，一台6节车厢编组的无人
驾驶地铁车辆缓缓驶出中车株机生产车间，
即将奔赴上海地铁18号线。

该车辆按照目前地铁车辆全自动驾驶最
高标准制造。停在车库内可实现自动唤醒、自
检、洗车、出库、回库、休眠等作业；线上运行
时，能全自动精准完成载客、停站、开关门等
运行使命，并可实现对位隔离、跳跃停车、远
程控制等功能。

行驶途中，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运行过
程中，可自动诊断、自我修复，线路无高压情
况下自牵引；可随环境变化自动调整适应，满
足79个场景的使用要求， 真正实现了无人干
预的“自己跑、自己回、自己检、自己修”。

在安全性能上， 按照目前列车最高安全
标准设计制造。安全智能系统方面，新增受电
监测、轴温检测、障碍物检测、脱轨检测等安
全检测体系。防火方面，其防火标准及整车部
件防火等级采用欧洲最高标准，列车电气柜、
车体底架等均进行了耐火防护升级， 并配有
防火预警系统。

乘客体验更舒适。 列车空调采用复合出
风设计，变集中出风为多点分散出风，带给乘
客无风感无温差的乘车体验。 四季变光变温
设计，可根据一年四季环境，自动调节照明亮
度和冷暖色温。柔和的内装色彩、简洁的内装

布置，提升车厢整体通透性和乘车舒适度。此
外，列车内设置智能无线充电装置、智能自调
速刮雨器，进一步提升人性化服务。

目前， 城市轨道交通正处于超大规模网
络运营发展的过程中， 全自动驾驶技术作为

未来轨道交通市场的发展趋势，更具竞争性。
中车株机通过“株机智造”工程，自主研发基
于大户数据的车辆全寿命远程跟踪、 诊断和
维护系统， 积极推进全球最高等级全自动驾
驶车辆研究，取得重大成效。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陶韬）记者今天从省工信厅获悉，截至9月
底， 全省38个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项目已开
工37个，开工率达97%，合计完成投资161.04
亿元，为全省工业稳增长、稳预期提供了有力
支撑。

电子信息是我省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
全省38个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项目总体进
展顺利，前三季度，年度投资计划完成70%
以上的项目20个，岳阳、邵阳等8个市州的

电子信息重点项目投资完成7成以上。 特别
是部分市场需求大、潜力好的项目，通过加
快建设，已提前投产。如，岳阳的新金宝年产
1300万台打印机项目今年已完成投资29.8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9.33%，9月2日进
入试生产阶段并开始大量招工；株洲国声声
学产业园项目已完成36条耳机生产线、2条
智能音箱生产线架设， 开始小批量生产；永
州粤创控股液晶显示面板OPEN� CELL生
产线项目部分设备已进场，正在小规模试生

产。一些地方更是抢抓建设机遇期，郴州电
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园、衡阳建滔电子信息产
业园、宁远县光电智能终端产业园等一批园
区平台类重点项目，作为承接产业转移重要
载体，边建边投产。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对全省
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项目名单实行动态调整
制度，对市场行情变化大、进度停滞的项目移
出重点项目名单，将年内新签约、新动工的有
影响力的重点项目纳入调度名单。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周月桂）
中部的消费新兴城市长沙即将迎来第一家
7-ELEVEn便利店。 友阿股份今天正式宣
布， 获得7-ELEVEn便利店湖南省特许经
营权， 首家湖南7-ELEVEn便利店预计将
于明年春天开出。至此，在我省投资并存续
的全球500强企业达到174家。

7-ELEVEn门店遍布世界17个国家
和地区，2017年全球500强排名第167。“随
着7-ELEVEn的引进， 在湖南投资并存续
的全球500强企业达到174家。” 省商务厅
厅长徐湘平说， 这一世界级连锁品牌的入
驻，标志着湖南消费品质的提升，也将进一

步带动区域便利店行业的服务升级。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长沙每

1355人对应一家便利店，而这一数据在北
京是9864人，在上海是3192人，在深圳是
2158人。这表明长沙便利店发展还有很大
空间， 市场正处于便利店升级转型的关键
节点。 获得7-ELEVEn便利店湖南省特许
经营权后， 本土零售巨头友阿股份也藉此
正式进军便利店行业。 友阿股份董事长胡
子敬表示，百货、奥莱、零售三大板块未来
将成为友阿发展的三驾马车。 到2022年
底，将开出7-ELEVEn便利店55家，其中包
括30家加盟店。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消息，
9月份，湖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
比下降1.2%， 降幅连续4个月扩大， 达到
2016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

数据显示， 我省PPI下降主要受生产
资料价格下行拖累。9月份， 全省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下降2.1%， 影响PPI总水平下降
约1.7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原材料工
业、加工工业价格全面回落，受国际油价走
低、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影响，原材料

工业价格下跌最为严重， 今年前三季度持
续负增长，且降幅呈现逐渐扩大趋势。

同期， 全省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6%，涨幅达到年内最高，其中，食品、一般
日用品、衣着等价格涨势比较强劲，为PPI
提供了一定支撑。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PPI环比回
升表明，尽管存在下行压力，我省工业经济
总体保持平稳发展的基础仍在， 并已出现
暂时触底反弹迹象， 有利于工业企业利润
回升。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龚颖 王莹）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险
缴费时应该选择哪个缴费档次交费？将来到
底能领多少养老金？这是每位参保人员都关
心的问题。今天，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测算器正式上线试
运行，可以帮参保人解答此类问题。

据介绍，我省参保城乡居民可通过“智
慧人社”微信公众号、手机APP，进入“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测算” 或登录湖南省
人社厅官网“办事大厅-个人办事-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测算”， 自主选择参保地
区、缴费方式、缴费档次、缴费年限，点击
“测算”按钮，在线测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测算结果还包含个人账户养老金、基
础养老金、加发基础养老金等明细项目。

省人社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此举
是为了让广大城乡居民提升参保缴费意
识，做到人人心中有本“明白账”。但测算过
程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 (详情可查看测算
器说明)前提下进行，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实际领取金额以符合待遇领取条件时当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计算为准。

据了解， 湖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标准目前统一设为每年100元、200元、
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
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
元、3000元14个档次。

电子信息制造业
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38个项目前三季度开工37个，合计完成投资161.04亿元

最高等级全自动地铁列车株洲下线
将在上海地铁18号线投运

全球500强便利店巨头
7-ELEVEn进驻湖南

友阿获得特许经营权，明年春天将开出首店

9月份我省PPI同比下降1.2%

湖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测算器上线
可测算城乡居民养老待遇

� � � � 10月17日下午，用于上海地铁18号线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在中车株机公司下线。
何丽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