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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王建国） 在复杂地
质条件下， 直径两米、 深百米的大
孔， 多久能够钻成？ 山河智能研发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旋挖钻机的
答案是 “一天”。 这也是我省科学技
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何清华教授的
又一得意之作 ， 日前 ， 他主持的
“高性能旋挖钻机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 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该产品在替代

进口产品的同时， 已批量出口到誉
为 “旋挖钻机故乡 ” 的意大利及俄
罗斯、 美国、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累计新增销售收入23亿元以上。

旋挖钻机是一种机电液高度
集成 、 大直径深孔灌注桩成孔施
工的关键工程装备 。 伴随我国基
础设施建设 、 城镇化建设的快速
发展 ， 特别是高速铁路 、 高速公
路 、 地铁等的建设高潮 ， 过去大
量采用的人工挖孔 、 冲击钻成孔

等已不适应现代施工要求 ， 旋挖
钻机需求量逐年增多 。 本世纪初
以前 ， 一些重大工程如青藏铁路
的基础施工所需旋挖钻机几乎完
全依赖进口 。 从 2002年 开 始 ， 山
河智能依托国家 “863” 计划等项
目 ， 通过原始与集成创新 ， 实现
了旋挖钻机关键技术的突破 。

该项目开发了高效节能的电液
控制系统， 打破了国产旋挖钻机控
制系统被国外垄断、 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 三大发明使其比进口
产品更胜一筹。 发明了边横梁一体
同轴对称式履带伸缩底盘 ， 结合整
机平台的布置创新， 使干活时更稳
定， 可360度全方位钻孔作业； 发明
了独特的阶梯式卷扬滚筒 ， 让使用
次数多的钢丝绳段始终工作在第一
层， 减少了绳与绳之间的摩擦 ， 钢
丝绳使用寿命同比延长1 倍以上 ；
发明了系列高速抛土动力头 ， 拓展
了旋挖钻机的多功能。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段爱珍 王建国）湖南人喜欢吃的
菜薹，如今可以多享2个月的口福了。通
过推广省蔬菜研究所选育的“五彩白菜
薹1号”等新品种和早熟栽培技术等，菜
薹的上市期提早2个月， 永州也形成了
年产值超过3亿元的新产业。 这就是刚
刚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蔬菜均衡
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项目的
功劳之一。 经过项目组10多年的奋斗，
实现了南方蔬菜生产基本无淡季。

俗话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餐
无菜”。但是，由于季节更替，我国蔬菜

生产长期存在4-5月的“春淡”和8-9月
的“秋淡”两个明显的淡季，此外，自然
灾害发生也会造成供应短缺。 安全渡
淡成为 “菜篮子” 工程亟须解决的问
题。 在省农科院研究员邹学校的带领
下，项目组在品种选育、育苗方法、栽
培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达1350多万亩，累
计新增社会产值90多亿元。

为了使瓜果类蔬菜提前或延后
上市，项目组选育了辣椒、丝瓜、冬瓜
等适应不同地域和季节的渡淡品种
13个，其中，耐寒、抗病、高产的极早

熟、 早熟品种可提早上市期15至30
天，缓解“春淡”问题；耐热、耐旱、高
产的中晚熟、晚熟品种可延后供应期
20至30天，缓解“秋淡”问题 。瓜果类
蔬菜因育苗时间长，常因冬季自然灾
难损害幼苗，使春季瓜果蔬菜无苗可
栽。项目组建立了南方蔬菜快速育苗
技术体系，较传统育苗方法缩短20天
以上， 早春蔬菜可提早上市20天，确
保供应不受影响。

创新栽培技术，也能让淡季不淡。
项目组研究并建立了菜薹、苋菜、莴苣
和大蒜等蔬菜一年多茬栽培技术体

系， 以及符合湖南蔬菜生产实际的14
个栽培套种模式和高山栽培技术体
系，提高了蔬菜周年均衡生产水平。以
前四五月才能吃到的莴苣，现在1年可
栽5茬，基本上全年供应。大蒜1年可栽
3茬，实现全年上市，较传统栽培方法
延长供应6个月。 辣椒11月成熟后，赶
在霜降前覆盖塑料薄膜进行 “活体保
鲜”，等隆冬时节再上市，就不用只吃
海南辣椒了，减少了农药残留。萝卜等
秋冬蔬菜在炎热的夏天 “爬上” 海拔
1400米至1800米的高山栽培， 正好可
在“秋淡”期间上市。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1．心系天下 、精忠报国 、敢为人
先、坚韧不拔 、求实创新 （省军区 魏
永景）

2．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经世致
用、务实创新（省委组织部 谢国林）

3．勇于争先 、尚义明理 、重学笃
行、吃苦任怨、坚毅善取（省国土资源
厅 易学成）

4．务实 、奉献 、创新 、高效 、廉洁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郭超）

5．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乐观自
信、开放包容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刘汉洪）

6．尚德志强 、敢为人先 、奋发进
取、兴湘报国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 刘顺国）

7．求索 、忧乐 、创新 、包容 、厚德
（湖南银监局党委 胡玉明）

8．忧乐天下 、思行人先 、内外兼
容、功过勇担（省核工业地质局 文子
亚）

9.忠勇诚朴 、笃知躬行 、求实尚
新、 开放包容 （武警湖南总队 田运
宏）

10.心忧天下、求实创新、崇文尚
武、勇往直前（省委宣传部 熊科文）

11.爱国、求是、革新、敢为（国防
科大 马建国）

12.果敢创新、刚韧志坚（省军区
通信站 陈英子）

13.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德行天
下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政治部
邓永忠）

14.爱国为民、崇文尚武、明德仁
爱、 勤劳创新 （驻长舟桥某部 李冠
宇）

15.心系天下、敢于担当、崇文尚
武、务实创新 （国防科大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 汪涵）

16.忧国忧民、敢作敢为、坚忍奋
发、求索创新（武警湖南总队政治部
刘优良）

17.先天下、尚厚德、重实干（驻长
航空兵某部 薛勇）

18.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自强不息 （国防科大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 曹可建）

19.心怀天下、崇文尚武、求真扬
善、百折不挠、敢为人先（长沙警备区
李春艳）

20.“红”之心、“乐”之情、“先”之
行（娄底市政协 谢建军）

21.负责、守信、大义、担当（汉寿
县药监局 杨瑞刚）

22.敢为人先、忠于使命、甘于奉
献、乐于助人、善于求索（湖南理工学
院 聂江）

23.爱国忧民、敢为人先、睿智坚
强、经世致用（衡南县 陈方黔）

24.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爱憎分
明、 求真务实 （省记协秘书处 简人
卫）

25.奋起担当、奋进创新、奋发图

强、 奋勇争先 （长沙市芙蓉区 谭永
华）

26.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与时俱
进、 无私奉献 （沅陵县清浪乡 符开
田）

27.开眼看世界、拼搏敢人先（柏
加镇白石苗圃 何昌）

28.心忧天下、崇文尚武、经世致
用、敢为人先（湘潭市委宣传部 魏新
阶）

29.湘人善文、文治天下、湘军尚
武、武卫中华（湘潭市委宣传部 马光
耀）

30.敢为人先、宽和仁爱、笃实进
取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组织部 李
巍）

31.厚德敦品、勇于担当、容和创
新、科学发展、率先崛起（永州南华大
酒店 唐春雷）

32.探索求真、聚心争强（浏阳市
枨冲镇党委 唐朝晖）

33.坚韧不拔、敢为人先、永不言
弃、越挫越勇（桂阳团县委 谭智贤）

34.厚德载物、创新图强（双峰县
委宣传部 邹幸福 ）

35.心忧天下、敢于创造、包容开
发、幸福博爱（保靖县纪委 曾祥宏）

36.经文纬武、忧乐天下、自强不
息、 敢为人先 （浏阳市信访局 周瑞
明）

37.厚德勤勉、爱国忧民、经世致
用、开放包容（安化县梅城镇中学 刘
杰华）

38. 创新务实 和谐发展 文明诚
信 敢为人先（隆回工商局 邹婧）

39.心忧天下、实事求是、坚韧不
拔、敢为人先（益阳市中心医院 洪彦
科）

40.崇德、图强、担当、合作（邵阳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易祥忠）

41.厚德容天下、霸蛮勇担当（宁
远县清水桥镇清二村 王军）

42.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睿智豁
达、坚韧拼搏、克己奉献（省委党史研
究室 刘烜）

43.心忧天下、自强不息、勇于担
当、敢为人先（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罗洪智）

44.开拓创新、开启智慧、传承文
化、执着追求（李红亮）

45.坚忍自强、心怀天下、开放包
容、敢为人先（明果英）

46.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诚
信、勤毅果敢（杨艳辉）

47.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团结创
新（殷兰）

48.谁最敢为人先、唯我三湘百姓
（马新军）

49.心怀天下、情系华夏、勇于担
当、敢为人先（谢介眉）

50.诚信孝顺、勤劳俭朴、敬老尊
贤、爱国爱家（湘潭 周忠杰）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整理）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上午，省直机关召开“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座谈会，要求全省党务
工作者提振精神 ，开拓创新 ，不断开
创“湖南精神”征集提炼工作新局面。

座谈会上，省委组织部、省民委、
省国土资源厅、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省核工业
地质局、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湖
南银监局等单位代表, 结合本单位行
业特色、工作特点，围绕“湖南精神”的
重要意义、核心要素，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展开了探讨，阐述了对“湖南精
神”的理解，为精准提炼概括“湖南精
神”提出了很好意见、建议。 大家一致
认为，征集提炼“湖南精神”响应了党
中央号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兴国之魂、强省之魄，适应形势发
展的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待，挖
掘了湖湘优秀文化底蕴。 大家希望，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能够真正成
为汇聚力量、形成共识的过程，成为弘
扬优秀湖湘精神， 推动改革创新的过
程，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
程。

会议认为，省直机关党务工作者
要提高认识 ，扎实推进 ，把征集提炼
“湖南精神”作为当前重要工作，精心
安排部署 ，积极踊跃参与 ；要细化措
施，结合实际 ，采取集中组织与全民
参与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群众性
活动，并充分利用内刊 、内网 、板报、
宣传栏等载体， 进一步加强宣传，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要把“湖南精神”征
集提炼活动与文化建设相对接，开展
省直机关核心价值理念大讨论等活
动 ，提振精神 ，开拓创新 ，不断开创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工作新局面，为
我省“四化两型”、“两个率先”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周仁 卓健）“心忧天下、 忠诚报
国、坚韧图强、务实创新”、“爱国、求是、
革新、敢为”、“爱国为民、崇文尚武、明
德仁爱、勤劳创新”……今天下午，驻长
部队“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座谈会
召开。 省军区副政委魏永景、国防科技
大学政治部副主任马建国，以及来自武
警湖南总队、长沙警备区、湖南陆军预
备役师、驻长航空兵某部、驻长舟桥某
部等部队的官兵代表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传承发展优秀湖湘文化特
别是湖南红色文化 ，畅谈了对“湖南
精神”内涵的理解，并提出了建议。 大
家认为，广泛开展“湖南精神”征集提

炼活动，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际步骤，是传承
弘扬湖湘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
号召全省人民积极投身 “四化两型”
建设伟大实践的再动员，将为富民强
省、精武强兵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提
炼“湖南精神”，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魂，以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
为基，以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创造实
践为源。 随着“湖南精神”的深入提炼
总结，必将进一步增强全省人民和驻
湘部队官兵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责任
感 ， 激发出超越物质因素的精神力
量，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推进“四化
两型”和实现“两个加快”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有力的文化支撑。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文闻 彭斌韬 ）2月14日上午 ，
我省“全国模范法院”、“全国模范法
官”代表从北京载誉归来，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等到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迎接。

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模范法院 、全
国模范法官表彰大会。 我省浏阳市

人民法院荣获“全国模范法院”荣誉
称号；龙山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
检组长田丽霞，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宗文 ，
邵东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禹盛卿等3
人荣获“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在机场， 康为民等与获得荣誉
称号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并献上鲜
花。 他称赞全国模范法院和全国模

范法官坚持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
法 ，公正廉洁 、无私奉献 ，在平凡的
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是全
省法院和全省法官的杰出代表 。希
望全省各级法院和广大法院干警以
他们为榜样， 始终坚持政法干警核
心价值观 ，立足岗位 ，扎实工作 ，积
极进取，创先争优，涌现出更多的全
国模范法院和全国模范法官。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范波） 今天下午， 省政协召开
“加快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建设 ”座
谈会，标志着省政协这一重点课题调
研正式拉开帷幕。省政协副主席武吉
海、杨维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为促进我省“四化两型”建设，实
现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目标，省政协主
席会议研究决定，将“加快推进湖南新
型城镇化建设” 作为省政协2012年的
重点调研课题之一。根据调研方案，调
研内容将围绕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过
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 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采取的
措施， 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看法和认识， 期待上级给予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政策， 对加快全省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等展
开。调研从2012年2月开始，到2012年6
月底结束， 形成的总调研报告将提交
省委、省政府供决策参考。

会上，省直有关单位向政协委员们
通报了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情况。
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省城镇
化率为43.3%， 比2005年提高6.3个百分
点。2011年， 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5.1%，

湖南已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武吉海 、杨维刚指出 ，新型城镇

化建设要立足现有城镇基础，突出以
人为本、城乡统筹、宜居乐业，不要盲
目追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激增。他们
要求，课题组充分吸纳大家的意见和
建议，进一步完善调研方案 。在调研
过程中， 要抓住近年来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和过去没有解决好的老问
题，围绕宜居城市、产业承载、城乡统
筹及小城镇发展中的户籍、 金融、土
地问题等进一步深入研究，为加快推
进湖南新型城镇化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2月14日讯（柏
润 曾杨 ）今天 ，全省交
通运输系统廉政工作会
议在长沙召开 ， 部 署
2012年我省交通运输系
统反腐倡廉工作， 严查
损害群众利益案件 ，加
大力度处罚行贿行为 ，

力促政风行风
进一步好转。

会
议提出 ，
大 力 推
行 网 上
审 批 制
度 ，让权
力 公 开
运行 ，接
受 社 会
监督 ，方

便为群众办实事 ；以工
程建设领域为重点 ，深
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
切实解决群众反 映 强
烈的突出问题 ，重点解
决工程建设领域 损 害
群众利益问题 ，特别是
要严肃查处随意 降 低
征地拆迁补偿费标准 、
拖欠征地拆迁费 和 农
民工工资的行为 ；严肃
查办交通领域领 导 干
部贪污贿赂案件 ，加大
对行贿行为经济 处 罚
和资格处罚力度 ，尤其
是发生在基层交 通 运
输部门和重点岗 位 以
权谋私 、 滥用职权 、侵
吞国家和集体财 产 的
案件。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表述语选登

开创征集提炼工作新局面
省直机关召开“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座谈会

为富民强省、精武强兵凝聚力量
驻长部队召开“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座谈会

一天钻出百米深孔
“高性能旋挖钻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品种多样 育苗快速 栽培创新

南方蔬菜生产淡季不淡

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达45.1%
省政协启动“加快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课题调研

全国模范法院、法官代表载誉归来

长沙市召开营盘路隧道
渗漏水治理专家咨询会

营盘路隧道渗漏
不影响安全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长沙市营盘路湘江隧道
自去年10月29日开通试运行以
来， 先后有多处地方出现渗漏
水。 渗漏水是否会对隧道的主
体结构和行车安全带来影响 ，
成为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 。 长
沙市环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今
天主持召开了营盘路隧道渗漏
水治理专家咨询会， 通过实地
勘察与仪器检测， 专家组得出
结论： 隧道结构整体安全 ， 隧
道渗水对结构安全无不利影响，
可以放心通行。

专家组组长 、 中南大学土
木学院副院长、 博导彭立敏介
绍， 营盘路湘江隧道设计为矿
山法施工的水下隧道， 多次穿
过含水丰富、 渗透性强的圆砾
层、 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地
段 。 为确保施工及结构安全 ，
营盘路湘江隧道采用多工序分
部施工， 也就是一环接着一环
修， 环与环之间存在缝隙 ， 在
这个施工缝位置就容易渗水 。
设计时虽然在施工缝位置预留
了排水盲管， 但盲管有可能堵
塞， 才导致水渗出来。 目前通
过超声波等仪器检测发现 ， 整
个隧道的渗漏点大约有10多处。
他同时也表示， 检测发现 ， 隧
道整体结构非常稳定， 没有出
现任何变形、 破碎、 塌方情况。

湘江隧道承建方、中铁隧道
集团总工程师洪开荣也向市民
郑重承诺：湘江隧道安全通行绝
对有保证。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就好比一栋大房子，个别瓦
片之间出现缝隙， 会漏雨进来，
但绝不会导致房屋垮塌。“当然，
漏雨总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正
在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补救 。”专
家组也提出了渗漏水的处理方
案，建议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进
行综合治理，具体做法是：在渗
水处的缝隙里，每隔20-30厘米
打入一颗注浆钉。注浆钉大概10
厘米长， 样子跟膨胀螺丝差不
多，只不过中间是空心的。然后
用高压注浆机从注浆钉的空心
注入防水浆料。最后，再在修补
处重新刷上油漆。同时，增设疏
排通道将水引至两侧水沟。

洪开荣表示 ， 根据国际隧
道协会提出的业内标准 ， 双线
隧道每天每米渗水量0.5至0.8立
方米为正常， 而营盘路湘江隧
道渗水量远低于此 。 他表示 ，
由于目前只能利用每天零时到6
时的隧道封闭时间进行渗漏水
处理， 把10多个渗漏水点全部
处理完大约要一个月左右时间。

全省交通系统部署反腐倡廉
严查损害群众利益案件
加大力度处罚行贿行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14日

第 2012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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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000 89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406 160 224960

0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2月14日 第20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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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3562456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6
二等奖 23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647487
6 1065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89
94952

1597155
10233886

163
4308
60558
344568

3000
200
10
5

1009 14 19 25 28

2 月 10 日 ，
岳阳市华夏阳光
锦绣河山幼儿园
用新购置的仿美
式 “大鼻子” 校
车接送学生。 该
款校车借鉴了欧
美校车的长头设
计，配备有GPRS
定位系统、 专用
停车信号臂、 学
童专用座椅、 前
部 补 盲 镜 等 配
置， 提高了孩子
们 乘 坐 的 安 全
性。

范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