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唐爱平 实习
生 谢慧娟）三一集团8月1日透露，公司将在
马来西亚投资住宅工业化项目,参与“一个马
来西亚房屋发展计划”。日前，马来西亚副首
相、 拿督思瑞·艾哈迈德·扎希德博士在其官
邸接见了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一行。

“一个马来西亚房屋发展计划”是马来
西亚政府提出的一项惠民计划，该计划以
实现“人人有房住”为目标，来建设“经济

适用房”。据了解，三一将在马来西亚参与
的首个房建项目位于登嘉楼州。 为此，三
一计划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住宅产业化
生产基地。

据介绍，三一于2007年进入马来西亚市
场，经过9年的经营，在马来西亚的销售已达
到8亿元。 期间参与了马来西亚第二机场、第
一大港巴生港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 在当
地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
“我可以去北京旅游， 还可以见到爸爸妈
妈， 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张家界
桑植县走马坪乡小学的陈涛一脸幸福地对
记者说。 昨天， 20名来自大湘西农村的留
守儿童从张家界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北

京， 开启期盼已久的北京集邮夏令营圆梦
之旅。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集邮联
合会、 省妇联、 湖南省邮政公司、 张家界
市委宣传部主办。 期间， 留守儿童将参观
天安门广场、 长城、 中国集邮总公司和邮

票博物馆等； 还将参加邮票绘画设计培训、
“小小邮票设计家” 活动。 8月5日， 在北京
奥体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集邮周” 活动
启动仪式及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邮票首
发式上， 留守儿童将与阔别已久的父母见
面。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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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建议站在全局的高度，强调了信息资源
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提出的‘互联网+’、‘实
体+互联网’的整体发展思路，为网络信息作
为国家资源统筹开发控管指明了方向。 我们
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助力网络信
息资源统筹开发控管。”

这是一份刚刚收到的代表建议答复函，
上面郑重地盖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公章。8月3日，全国人大代
表、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就他今年3月
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网络信息应作为
国家资源统筹开发控管的建议》，接受了记者
采访。

国家资源不能任由无序瓜分
这份建议，折射出黄志明代表的一些担

忧。
他在调研中发现，一直以来，有关方面

对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信息渠道进行了规
范化管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网络信
息资源的控管。网络信息资源被圈地，网络
暗战不断升级，网络诈骗层出不穷，一些企
业通过网络关键词，设置一个数据库，几十
个人成立一个小公司，利用网络信息这种本
应由国家控管的公共资源，轻松获取巨额利
益。“如果任由网络信息渠道被‘跑马圈地’，
将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

在建议中， 他对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互联网+’，是一种从线上到线下的利用数
据库和实体经济的行为。而‘实体+互联网’，
则是一个由线下往线上走的信息渠道行
为。”

“网络是一种快于电台、电视台、报纸等
其他信息渠道的信息高速公路。 于企业而

言，应上高速主动拥抱它。而高速公路则应由
国家修建和管理， 应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由国
家控管。”黄志明代表说。

在建议中，黄志明代表呼吁，网络信息作
为国家资源，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开发，不能作
为一种业态任由一些企业无序瓜分。 这种游
离在法律政策之外的乱象， 国家应该引起高
度重视， 将网络信息资源纳入国家资源统筹
开发的控管范围。

国家将适时启动大数据立法
中央网信办对建议高度重视，并于7月1

日正式给予了答复。
答复对黄志明代表的建议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提出，当前，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
正在加快开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工作，建
立了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今
年4月，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促
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
和《促进大数据发展2016年工作要点》等文
件，明确了工作重点和任务分工。下一步，加
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统筹开发力度， 将重点
开展五方面的工作：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共
信息资源有序开放； 研究制定大数据基础性
制度；强化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加强互联网
信息采集利用。

答复中透露， 我国计划到2020年底前，
实现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
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
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
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向社会
开放，释放数据红利，带动创新创业，促进经
济转型升级。同时，针对当前大数据相关制度
不完善的问题，国家正抓紧开展数据权属、交
易、 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等大数据基本
问题研究，将适时启动立法程序。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
员 彭敏）昨天，华菱钢铁发布公告，公司第二
大股东安赛乐米塔尔与湖南国企创新私募
投资基金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安赛乐米
塔尔将其全部持有的华菱钢铁303,939,125
股股份转让给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该协议仍需经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2016年7月17日晚，华菱钢铁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 华菱钢铁将获得湖南财信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属金融资产及华菱集
团金融资产、节能发电资产注入，同时置出
全部钢铁资产， 包括将华菱安赛乐米塔尔
汽车板有限公司（VAMA）51%的股份由华

菱钢铁转至华菱集团。本次重组完成后，上
市公司主业由钢铁转换成“金融+节能环
保”。作为华菱的战略合作伙伴，安赛乐米
塔尔对此次华菱钢铁重组表示理解和支
持，支持华菱钢铁产业转型，重组后华菱钢
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服务， 而安赛乐米塔
尔只专注于钢铁上下游的核心业务， 所以
拟退出华菱钢铁， 而专注于与华菱集团在
汽车板业务的长期战略合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华菱集团的战略合
作， 安赛乐米塔尔拟将出售华菱钢铁股权的
部分转让款再投入到VAMA，增加VAMA的
流动资金并改善VAMA资本结构。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欧阳承新

7月31日广西梧州苍梧县发生5.4级地
震，湖南永州全境有较强震感，我省大部分
地区震感明显。此后，曾在网上流传过的《地
震警示，湖南》在“朋友圈”再度疯传。

今年以来， 我省已发生五次有感地震，
其中三次集中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不少人担
心，湖南今年的地震是不是增多了？频发小
震是否预示将发生较大级别地震？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地震局有关专家。

今年地震比往年多？
2月25日桃江县地震、2月26日汉寿县地

震、7月8日郴州市苏仙区地震、7月13日邵东
县地震、7月19日涟源市地震。记者在长沙街
头采访，许多市民说，感觉往年没这么多地
震。

实际上，今年以来，湖南境内发生的地
震还远不止5次。 湖南省地震局监测中心主
任贵文品告诉记者， 根据省地震台网监测，
今年仅6、7两月全省就发生了21次小地震，
大多数是人们无感觉的。

自1971年我省有现代仪器记录地震以
来，平均每年都能监测到约60次地震，其中
最大的一次为M3.8级地震，但绝大多数地震
震级在3.0以下，不具破坏性，往往在“无感”
中便结束了。

人们之所以产生“今年地震多”之感，是

因为今年发生的有感地震有所增加。贵文品
表示，今年每一次发生有感地震后，省地震
局均派出现场工作队赴震区科考。根据对震
中区域的考察，这几次地震有感范围大多在
400平方公里内， 最高烈度为5度强。“烈度5
度，即睡梦中有部分人会被惊醒，多数人感
受到的震动与一辆载重汽车从你身旁呼啸
而过差不多。”

尽管6月以来我省地震活动较为频繁，
但无论从地震发生的年平均次数，还是从最
大震级上看，都没有超出有仪器记录以来的
最高水平。“总体来看，地震活动水平处于正
常范围，在地震发生的频次和强度上没有明
显异常。”

我省近期会发生大地震吗？
“今年有感地震的发生地点均处于我省

小震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 并非原地重复，
地震震中位置与区域地震断裂有一定距离，
不能确定其与断裂活动直接相关。” 贵文品
明确表示，已发生的几次较强有感地震之间
并没有相关性，也没有发现引发强烈地震的
前兆现象。

据了解，湖南位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
地震带，境内分布有多条活动的断裂，石灰
岩地层分布较广， 因此地下溶洞比较发达，
矿产也比较丰富，导致诱发地震比较多。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省地震监测资料
还没有发现趋势性异常信息，省地震局也没
有收到大面积宏观异常信息的报告，没有发

现近期将要发生大地震的迹象。
但省地震局特别提醒，历史上，全省14

个市州均发生过破坏性地震，1631年8月14
日，常德发生过6.8级地震，是华南内陆最大
的地震之一。在新一代地震区划图中，湖南
属于中强地震活动区，其中，环洞庭湖地区，
包括常德、岳阳、益阳等地，地壳活动水平相
对更高。

“所以，不必恐慌，但依然要开展防震减
灾，做好地震监测预测，加强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 提升地震灾害防御和应急准备能
力。”

� 加强震前防御是减轻伤害
的有效途径

“目前， 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测地震。”省
地震局预报中心主任敬少群表示。“减轻地
震带来的伤害和灾害损失，最直接有效的途
径，是加强震前防御，特别是建筑物和重大
工程的抗震设防能力。” 省地震局震害防御
处处长万文说，在美国、日本等地震多发国
家，由于抗震设防整体水平较高，哪怕6、7级
地震，一般都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今年6月1日我国正式启用第五代《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要求我省所有建设工
程至少按照地震烈度6度进行建设， 这意味
着，发生烈度6度及以下地震时，一般性建筑
不会因地震受到损坏，从而保护民众生命安
全。

省地震局对网传谣言作出有力回应：

湖南近期
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小

网络信息应作为国家资源
统筹开发控管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相关建议获中央网信办肯定

专注打造高端汽车板

安赛乐米塔尔转让华菱钢铁股权

湖南邮政关爱留守儿童

首届留守儿童北京集邮夏令营开营

三一集团
在马来西亚投资住宅工业化项目

8月3日， 正在进行扫尾施工的长沙县水渡河闸坝改造工程现场。 该工程是长沙县综合
利用水资源、 防治水污染、 改善水环境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总投资1.42亿元。 建成后将
惠及该县约50万居民。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县水渡河闸坝改造主体工程完工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周金标） 据湖南地震台网
初步测定，8月3日23时0分，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发生3.5级地
震———北纬28.72度、 东经109.32度 ,�
震源深度8公里。 据保靖清水坪镇报
告,�地震所在位置是该镇的黄连树村,
与龙山里耶仅一河之隔,�里耶多位居
民向记者反映震感强烈, 房屋摇晃了
好几秒钟。

湘西保靖
清水坪镇
发生3.5级地震
与龙山里耶仅一河之隔
里耶震感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