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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左丹 ）没有任何添加剂，只有水和用
水泡软清洗过的大米，你能在10秒钟
内做成一根根筋道足、米香味浓的米
粉吗？ 苦练10年功夫、拥有40多项专
利的湘产“一步成型米粉机”轻松做
得到。 5月中旬，由这款米粉机生产的
2吨五谷健康米粉， 被送上了我国首
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此前，这款米
粉机已成功入选“辽宁号”的装载配
置。

米粉是南方人喜爱的主食。 然

而，受生产技术限制，传统米粉机械
的生产过程涉及10多道工序，不法厂
商通常加入明矾、矿物油、甲醛等化
学添加剂，以解决米粉易粘连、难松
丝及防腐等技术问题。 而明矾、矿物
油、甲醛等添加剂易导致人的记忆力
减退、智力发育不良、老年痴呆症、心
脑血管硬化及致癌等。 只有依靠技术
创新改变传统工艺实现米粉一步成
型，才能让化学添加剂无用武之地。

从2002年起，湖南粉师傅机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长达10年的

攻关，先后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湖南
省农科院、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共
同参与， 耗资3千余万元最终成功研
发全国第一台全自动“一步成型米粉
机”。 该机械“块头”不大，其10秒钟一
步生产成粉的高温、高速、高压自动
化控制技术，使整个米粉加工过程仅
在10多公分长的密封管道内完成原
料的破碎、碾磨、熟化、成粉，且米粉
不易断条、筋力强、口感好，避免了因
加工环节过多而导致的产品营养破
坏、 流失及加工环节的易污染问题。

特别是该米粉机独创的全物理原理，
不需加入任何添加剂，攻克了米粉生
产过程中易断条、难松丝及防腐这些
困扰行业发展的致命技术问题。

据悉，粉师傅自动化“一步成型
米粉机”已成为国内首个享受国家农
机购置补贴的米粉机产品，并成为解
放军总后勤部陆、海、空三军食堂唯
一指定的专用米粉生产设备，被纳入
军需物资后勤装备配置。 除国内市
场，该米粉机还远销泰国、韩国、越南
等东南亚国家及欧盟多国。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漆筱华 杨治宇）今天下午，
记者从湘阴县政府获悉， 经DNA比
对确认，5月19日在湘江湘阴段发现
的女尸是长沙“坠井女孩”杨丽君父
母的生物学女儿。

19日7时57分， 湘阴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湘江
湘阴樟树镇镇郊村三组堤段外距堤
岸约3米处，发现一具女尸。 接警后，
县公安局迅速指令刑侦大队会同樟
树派出所、水上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
打捞尸体。 尸体打捞上岸后，该县公
安刑侦技术人员对尸表进行了初检，
并做了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尸表初
检结束后，民警将尸体运至县殡仪馆
冷冻保存。

20日， 湘阴县公安局在公安内
网上发布了协查尸源通报， 法医对
该具女尸进行了解剖， 并向岳阳市

公安局刑科所送检了女尸检材。 经
过20小时的攻关，今日16时30分，该
所出具了物证鉴定书： 女尸DNA信
息与杨丽君父母DNA信息比对，符
合遗传基因亲缘关系； 女尸是杨丽
君父母的生物学女儿。

死者身份确认后， 湘阴县立即
成立专门工作班子， 由县政府主管
副县长负责，组织县政府办、县委宣
传部、县公安局、县政府应急办等相
关部门开展相关善后工作， 并与长
沙市天心区委、 区政府和长沙市公
安局天心分局取得联系。 长沙市天
心区委、 区政府和长沙市公安局天
心分局立即组织专门工作班子，由
一名区委副书记带队， 赶赴湘阴县
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湘阴县将协同
长沙市天心区区委、 区政府和长沙
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妥善处理相关事
宜。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谭迪熬 ） 记者今天从省发明协会获悉，
我省6件中小学生发明作品在第112届巴
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奖。 其中“易更
换拉链头”、 “通用取碗夹”、 “汽车过
载限制装置”、 “空调外机自适应除霜
器” 4项发明获得铜奖， “散热式吸管”、
“条码粘贴器” 获荣誉奖。 据悉， 这是我
省中小学生作品首次获得巴黎国际发明
展览会奖。

据介绍， 展出期间， 我省少年儿童
贴近生活、 富有童趣的发明吸引了法国
民众。 由长沙市天心区沙湖桥小学肖泽
豪发明的“开水直饮散热式吸管” 像是
“魔法棒”， 其受到空调散热管的启发，
利用金属管散热快的原理来帮开水迅速
降温， 从而达到直接饮用开水的目的。

有趣的是， 这款在儿童异想天开间问世
的吸管， 可弯成各种小动物或中国结等。
此外， 由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学校苏文
韬发明的“易更换拉链头”， 长沙市开福
区清水塘第三小学谢润东发明的“通用
取碗夹”， 以及浏阳市枨冲中学郑米斯发
明的“考试条形码粘贴器”， 株洲市二
中周子惟发明的“汽车过载限制装置”
和陈思宁发明的“空调外机自适应除霜
器” 均赢得观众青睐。 据悉， 目前已有
国外厂商表示了对相关技术的转让与合
作意向。

第112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本月12
日在巴黎落幕， 中国发明协会携37项发
明成果亮相， 主要是一线工人的技术创
新和中小民营企业自主研发产品， 其余
10项为青少年发明作品。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6
月15日， 第五届中国 （长沙） 节能
科技产品交易博览会将在长沙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今天上午， 主
办方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 本届节
博会除继续向市民派发5万只高效
节能灯外， 还将首次开展“节能低
碳产品惠民团购” 活动。

本届节博会主题为“践行低碳
节能， 建设美丽家园”， 由省发改
委和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 预计
将吸引省内外200多家厂商参展。
会场将设4大展区， 分别为湖南省

循环经济与节能服务产业成果展
区、 节能服务与循环经济示范企
业展区、 工业与能源综合利用展
区以及节能电器、 绿色低碳建材
展区。 组委会将向广大市民推出
“节能低碳产品惠民团购” 活动，
开展底价促销、 限量抢购、 签到
送礼、 产品优惠券发放等惠民活
动， 促进节能低碳产品走进千家
万户。 还将邀请相关专家现场讲
解和演示节水节电妙招、 低碳烹
调法等， 让市民零距离接触低碳
生活。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毅）6月9日将迎来3天的
端午节小长假。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
团获悉，21日起旅客可通过电话和
网络购买端午节期间车票。

据预计， 广铁在端午节期间将
发送旅客345万人。 为满足出行需
求，京广、广深港高铁比日常增加8
组动车组上线，共计开行112对动车
组，较日常增开20对。 其中，京广高

铁开行90对，较日常增加14对。
为应对广东、 湖南省际间与省

内短途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将在深
圳至岳阳、深圳西至岳阳、深圳西至
衡阳、郴州（衡阳）至岳阳等区间开
行临客列车。

铁路部门提醒， 电话及网上购
票预售期为20天， 代售点和车站窗
口预售期为18天， 出行旅客请做好
提前购票准备。

10秒钟一步生产成粉 拥有40多项专利

湘产小米粉机“跃”上大航母
湘江女尸身份得到确认

系杨丽君父母的生物学女儿

让市民零距离接触低碳生活

节博会6月15日在长举行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曹娴）记者今天
从省经信委消费品工业处（医药食品处）获
悉，湖南有色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生产的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作为
甲型流感重症临床救治的药品，在上海用于
救治9例重症患者，使用后情况良好。

帕拉米韦在两个基地生产：湖南有色
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帕拉米韦原
料药，最大产能为每天30公斤，生产周期

为20天（含检验期5天）；其控股的广州南
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帕拉米韦氯化钠注
射液，生产周期为18天（含无菌检验期15
天）。今年4月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批准其上市。

目前，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帕拉米
韦氯化钠注射液已完成第一批13500瓶的
生产，预计5月中旬上市，可满足重症患者
救治需要。

端午小长假火车票开售了

湘产抗H7N9禽流感新药“帕拉米韦”

救治9例重症患者效果好

散热吸管让开水可以直饮
6项中小学生发明巴黎获奖

锁住“随意停”
5月21日15时， 长沙市白沙路

一名周姓车主将车停在人行道并
“侵占”盲道，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发现后，进行了拍照取证及
锁车处罚，“随意停”的周某后悔不迭。 近期，天心区城管执法大
队开展为期3个月的人行道占道停车专项整治。 仅当天， 就处
罚114台车辆， 锁车25台， 拖车2台。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杜治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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