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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艺

“当你看不到路的时候，就抬头看
看天上的北斗星。”6月23日上午9时
43分，北斗第55颗，也是组网的最后一
颗卫星发射成功。55颗北斗卫星环绕
穹宇，正式宣告中国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中国
再一次突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真正
实现了卫星导航系统的独立自主。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
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
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
安全和其他安全。上个世纪90年代，美
国关闭 GPS定位系统，强制登上中国

“银河号”货轮搜查；20世纪初，中国斥
巨资加入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
却遭受排挤……遭受种种卡脖子不公
平对待，让中国越发清醒意识到只有
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秉
着决不低头的志气、靠着玩命拼搏的
干劲，30万中国航天人接力奋斗26年，
最终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发展的奇
迹。当“北斗人”骄傲说出“百分百国

产，连一颗螺丝钉都是我们自己的”，
当“北斗”系统凭借高度精准的定位功
能获得联合国的认可，中国再度诠释
了与生俱来的自强不息精神，为在国
际竞争中增添了底气。

几年前，法国《世界报》专文剖析
我国科技成果逆袭之路。文章认为，中
国发展面临的技术封锁比世界任何一
个国家与地区都要严厉，但中国面对
封锁时所展现出来的韧性与才能也超
乎所有人的想象。的确，从原子弹氢
弹，到深海沉管技术，再到今天的“北
斗”系统，无数“中国奇迹”都是对中国
人民越挫越勇、越压制越奋进特质的
完美诠释。中华民族用行动告诉世界：
技术封锁、拒绝合作不仅不会令中国
屈服，反而激励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北斗”系统
的成功部署，扬国威长志气，为社会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西方国家在
高端芯片、尖端医疗器材等领域依旧
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
挺直腰杆还要付出诸多努力。依靠自
力更生、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换
道超车”，依旧是我们面临的常态。

自强不息 闪耀苍穹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陈新

如果你想到湘江欢乐城滑雪、来世
界之窗嗨、去高桥大市场买买买……只
要乘坐地铁，就可玩遍长沙。

6 月 28 日上午，随着长沙地铁 3 号
线、5 号线开通运营，长沙轨道交通“五
彩网”成型，市民可乘坐地铁直达长沙城
区六区一县，长沙开启“半小时地铁生活
圈”。

“米”字型骨架、“十”字型
拓展线网格局形成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是长沙主
城区西南-东北向核心骨干线路，全长
36.4公里，共设车站25座，连接岳麓区、
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和长沙
县，是长沙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米”字型
架构的重要一笔。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是长沙主
城区东部南北向骨干线路，全长 22.4公
里，连接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和长沙
县，覆盖长沙县湘龙板块、月湖金鹰板
块、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马王堆商
圈、万家丽商圈、高桥大市场。

地铁 3、5 号线开通运营，会给长沙
地铁网络带来哪些变化？“继去年4号线
通达望城区后，3、5号线又通达长沙县，
实现长沙主城区地铁运营全覆盖。这对
于提升城市品质形象、缓解城市交通压
力、解决群众出行难题、促进长沙又好又
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
晓明介绍，随着3、5号线开通运营，长沙
城市轨道交通前两期建设规划圆满收
官，长沙地铁“米”字型骨架、“十”字型拓
展线网格局形成。

12个换乘站，全程逛街游玩
更轻松

长沙地铁 3 号线途经大王山片区、
洋湖新城、岳麓山大学城、贺龙体育中
心、侯家塘-东塘商圈、长沙火车站、烈
士公园、长沙大学、星沙等重要区域和枢
纽地带；5 号线串联起众多大型居住片
区、多所医院、多所职院，以及湖南广电、
马栏山文创园、万家丽商圈、省植物园等
重要城市功能中心。这将给市民生活带
来哪些改变？

周末去洋湖湿地散步、高桥购物、马
栏山看节目……可通过长沙5条地铁12
个换乘站点“自由切换”，轻松跨区域出
行，吃喝玩乐更惬意。

长沙市民汪泳游在天心区一家医院
上班，她早早规划了出行路线：先坐地铁
3号线到侯家塘站，约需半小时，随后换
乘地铁 1 号线到南门口，全程靠地铁可
达目的地。

地铁不仅让上班族更从容，而且能
通过自由换乘，逛街游玩更随性。地铁
3、5 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后，拉
近了人们出行的距离，市民坐地铁可直
达长沙五区一县。

地铁还与京广高铁、沪昆高铁、长株
潭城际铁路等构成交通网络，推动长沙步
入高铁、航空、城铁、地铁、磁浮、高速公路

“六位一体”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阵营。

3号线全程最高票价7元，
5号线5元

记者坐长沙地铁 3 号线体验，第一

感受就是舒服。据介绍，3号线、5号线全
线所有列车夏季均设置强冷弱冷车厢，
非常人性化。地铁各站还配备母婴室等
便民服务设施，令人温暖。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乘客用手机
扫码支付乘坐地铁。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大市民可通过长
沙地铁 APP、和包支付、银联、支付宝、
微信等多种方式，购票乘坐地铁。

长沙地铁 3、5 号线开通运营后，记
者上“长沙地铁”APP 查询发现，3 号线
全程最高票价为7元，5号线为5元。

3、5号线一期工程票价计价方式与
1、2、4 号线相同，均为 6 公里起步 2 元，
超过6公里采用“递远递减”原则计价，6
至16公里每递增5公里加1元，16至30
公里每递增 7 公里加 1 元，30 公里以上
每递增9公里加1元。

此外，3、5 号线一期工程运营时间
与 1、2、4 号线保持一致，即每天 6 时 30
分至23时。但因首末班车发车后到达各
站时间有所不同，各站具体服务时间略
有差别。

开通初期，3 号线最短行车间隔平
常为7分34秒，节假日为6分48秒；5号
线平常为 7 分 20 秒，节假日为 6 分 17
秒。后续轨道公司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
调整。

相关链接

长沙地铁3、5号线站点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站点为：

山塘、洋湖湿地、洋湖新城、阳光、中南大
学、阜埠河、灵官渡、侯家塘、东塘、桂花
公园、阿弥岭、朝阳村、长沙火车站、烈士
公园东、丝茅冲、四方坪、雅雀湖、长沙大
学、月湖公园北、湘龙、星沙、松雅湖
(南)、星沙文体中心、螺丝塘、广生。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站点为：
水渡河、土桥、白茅铺、月湖公园北、马
栏山、鸭子铺、火炬村、马王堆、万家丽
广场、芙蓉区政府、高桥北、高桥南、圭
塘、木桥、雨花区政府、大塘、板塘冲、毛
竹塘。

（陈新 整理）

湖南日报6月 28日讯（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王成奇）今天，
湖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在湘潭大学
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湖南数学界首
个国家级平台正式落户。副省长朱忠
明出席讲话并为中心揭牌。中心学术
委员会成员张平文、袁亚湘、田刚、江
松等院士发表视频讲话。

今年初，科技部批准成立13个首
批支持建设的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湖
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获批。该中心整
合了湖南数学学科优势，按照规划，
该中心以湘潭大学为依托单位，中南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为核心共
建单位，充分利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

中心的计算资源与优势，联合科研院
所和企业共同建设。该中心将围绕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重点建设方向，开
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聚焦、
提出、凝炼和解决一批国家和湖南重
大科技任务、重大工程、区域及企业
发展中的数学问题。

朱忠明强调，中心要立足功能定
位，为国家发展贡献数学力量；要聚焦
产业发展，服务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
要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先进运行管理
模式；要强化人才培养，完善用才育才
机制；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全
力支持中心建设，力争早日形成一批
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湖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在湘潭大学揭牌
朱忠明出席仪式并讲话

湖南日报6月 28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解民）今天，湖南省湘水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湘水集团”）在长沙
揭牌。副省长陈飞出席揭牌仪式。

经省政府批准，整合湖南省水运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水利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等涉水省属国有
企业，成立湘水集团。

新组建的湘水集团，拥有资产超
200亿元，净资产150亿元。管理已建、
在建大中型水库枢纽工程9座，灌溉农
田面积 300 多万亩；建设管理湘江干
流航电枢纽2座；投资运营城陵矶等内
河港泊位15个；累计建成湘江、沅水、
澧水高等级航道971公里；水力、风力

发电总装机74万千瓦；投资建设水厂
7座。其中，由湘水集团旗下企业担任
项目法人的犬木塘水库工程，即将于
近期开工，工程估算总投资逾 102 亿
元，设计灌溉面积 121.7万亩，建成后
将成为我省最大的灌区。

湘水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易放
辉介绍，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和
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要求，湘水集团
将聚焦“水利、水电、水运、水务”四大
业务板块，全力打造水利基础设施、
港口航道、城乡水务、清洁能源、设计
咨询、水运物流等六大业务平台，推
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湖南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聚焦“水利、水电、水运、水务”四大业务板块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贾海鹰 罗丹

“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已
是夏至时节，气温逐日升高，炎夏已
经来临，您是否已经计划好一场清凉
的避暑之旅？

2020年湖南气候旅游胜地“夏季
避暑旅游胜地”创建活动正在进行，
省内多家景区踊跃报名。通过气象部
门专业的深度气候资源评估评价，将
为公众避暑提供更为精准的向导。

湖南夏季避暑气候资源丰富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湖南

独特的自然风光。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
首席专家谢益军介绍，湖南地处云贵高
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
渡地带。境内山地、丘陵、盆地、平原、水
域均有分布，特有的地形地貌和地理区
位造就了独特的气候条件。

湖南夏季避暑气候资源丰富，以
山岳森林避暑康养、湖泊河流戏水体
验、天气物候特色观景、人文民俗养
生度假为特色。

西部雪峰山脉、北面武陵山区、东部
幕阜-罗霄山脉和南边南岭山地为典型
的山岳型山地气候旅游地区，具有典型
的山地立体气候，气候垂直带分明，常出
现云海、日出、日落、烟雨、太阳雨、山谷
风等夏季天气盛景，且生态植被覆盖率
高，负氧离子含量丰富，适宜开展生态休
闲、避暑康养等气候养生类项目。

北部洞庭湖平原丘陵区湖泊、水
库星罗棋布，河网纵横交错，为典型
的水域型天气物候特色观景气候旅
游区，适宜开展溯溪戏水、物候观景、
湿地研学等气候体验类项目。

祁邵丘陵区、长衡丘陵盆地区小
气候明显，天气景观多样，民俗古镇

众多，适宜开展天气观景、人文体验、
民俗养生度假为主的气候旅游项目。

创新疫后湖南旅游振兴举措
近年来，湖南气象部门以专业权

威的气候评估评价，深度挖掘湖南省
内优质的气候旅游资源，有机整合省
内气候资源、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
为公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气象旅
游特色产品，助力“锦绣潇湘”为品牌
的全域旅游基地建设，全面开展湖南
气候旅游胜地系列创建评选活动。

2018年和 2019年湖南气候旅游
胜地品牌创建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
今年，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进
一步加强联动，创新疫后湖南旅游振
兴举措，充分发挥双方专业优势，联
合下发《关于开展湖南气候旅游胜地
创建活动的通知》，进一步修订完善

《夏季避暑旅游胜地评价指标》《气候
旅游胜地创建评选活动方案》，突出
创建评选活动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
威性，为公众推介更加专业、更为精
准、更有特色的气候旅游胜地。

目前，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云
上大院景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东
江湖景区、里耶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道县、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等17家单位
已经踊跃报名参加。

据2019年首届“夏季避暑旅游目
的地”获评单位桑植县反馈，夏季避
暑旅游目的地评选活动是实施旅游
扶贫的一次有益探索，带动了县域内
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而桂东县获评

“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后，夏季避暑
旅游呈现井喷式增长，2019年夏季（6
至8月）全县旅游接待人数99.72万人
次，同比增长 24.2%，旅游综合收入
3.07 亿元，出现了县域避暑旺季一房
难求的火爆场景。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北京、新疆的超级电容光伏路灯亮
化工程，这个月底要完成生产，下个月开
始安装。”6 月 27 日，在长沙经开区的湖
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正在加班加点抓紧生产，公司董事长
黄浩宇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协调原材料
采购、安排工人去现场安装、远程对接海
外客户。

历经十年创新求变，耐普恩从一家
默默无闻的初创企业，成长为国内外超
级电容行业生产工艺最先进、产能最大
的制造企业之一。

“湖南创造”改变超级
电容器受制于人的局面

超级电容器是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科
学的突破，而出现的一种介于传统电容
器与电池之间的新型绿色环保物理储能
器件，是对化学储能技术的有益补充。其
最大优点是，充放电时间短，可大电流充
放电，功率密度远高于锂电池，充放电循
环次数可达50万次以上，使用寿命长达

10 年，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轨道
交通、照明等领域。

“看似薄如纸、两面黑漆漆的极片，
是超级电容器制造的核心部件，其成本
占总成本的 50%以上，其性能关乎超级
电容器性能。虽然国内企业涉足超级电
容器领域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一直缺乏
核心的极片生产技术，无奈依靠高价进
口。”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浩宇介绍，2010 年 5 月公司成立后，就
把目光瞄准了超级电容器极片的研发。

经过科研团队的反复试验、科技攻
关，耐普恩研制出了一种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超级电容器核心元件——超
级电容器极片。

在湖南省科技厅组织召开的“低内阻
超级电容器极片制备新技术”科技成果鉴
定会上，鉴定委员会专家认为，该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可实
现超级电容器核心技术的“进口替代”。

2014 年 9 月，国内首条年产 100 万
只超级电容器生产线在耐普恩投产。自
此，我国超级电容器核心元器件受制于
人的局面，被“湖南创造”改变。

十年磨一剑。依靠自主创新，耐普恩

已发展成为一家掌握超级电容器核心制
备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国家专利
150 余项。拥有长沙、平江两个生产基
地，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工艺生产线，在
行业内率先运用双面涂层、大功率焊接
等国际先进生产工艺，相继生产出功率
型 3000法拉、能量型 300000法拉超级
电容器单体等国际领先的产品。

超级电容光伏路灯成为
城乡亮化新宠

“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根基，研发就是
企业的生命。”黄浩宇深知，高科技产品
只有与市场应用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恒
久的生命力。

耐普恩的科研人员创造性地将超级电
容器和光伏路灯结合，设计出了低碳环保、
经久耐用的超级电容光伏路灯，彻底颠覆
光伏行业传统储能技术，在满足城乡道路、
广场等照明需求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具备0
至480瓦清洁能源照明核心技术。

在长沙经开区的中部智谷产业园广
场上，记者看到耐普恩最新推出的超容
光储一体灯，外形方圆有度、简约美观。

“这款灯采用一体化集成模块设计，
集成光伏板、控制系统、超级电容和光源
一体。光伏板集成于灯杆四面，有效避免
光伏板热斑效应，且超级电容可有效吸收
光伏板在弱光或强光下产生的全部电流，
实现全天360度捕捉阳光，整灯设计寿命
达10年以上。”黄浩宇介绍，灯的主体采用
铝合金材料，可分段式组装，便于拆装及
运输；超级电容和控制器置于灯杆内，防
护等级高，不惧风吹、日晒、雨淋。

耐普恩还通过接入华为 NB-iot 通
信技术，对超级电容光伏路灯实现物联
网远程管理控制。“随着5G技术应用，公
司的智慧路灯可实现视频监控、交通安
防、环境气象监测等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功能。”耐普恩技术专家钟晖说。

目前，耐普恩的超级电容光伏路灯很
受市场欢迎，已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市的
道路、景观照明中广泛应用，还成功敲开
了德国、美国、赞比亚等海外市场大门。

坚持“用清洁能源照亮世界”理念，
耐普恩不断探索、突破。2017年，耐普恩
被评为国内超级电容产业“十佳企业”，
并牵头制定包括超级电容光伏路灯在内
的多项国家和地方标准。

3号线、5号线开通运营，轨道交通“五彩网”成型——

长沙开启“半小时地铁生活圈”

避暑何处好 气象说分明

耐普恩科技:用清洁能源照亮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
是对见义勇为的最生动诠释。近年来，

“扶不扶”“扶不起”成了社会痛点，不少
人对“见义勇为”畏首畏尾。民法典设立
的“好人条款”，为见义勇为者撑起了“保
护伞”。

民法典护航见义勇为，不再让“英雄
流血又流泪”。6 月 28 日，记者采访岳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法官乔宝全，
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
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

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

2017年6月26日中午，岳阳县某农
庄因厨房环保油发生泄漏，引起火灾。当
时，正在农庄就餐的汪先生和李先生不顾
自身安全，冲入火海，将火灾现场4只液化
气罐拖移到安全地方，避免了一桩爆炸事
故的发生，确保了现场几十名顾客的生命
安全。而汪先生和李先生全身重度烧伤，
经鉴定，汪先生构成一处四级伤残一处八
级伤残；李先生构成九级伤残。

汪先生和李先生起诉到岳阳县人民
法院，要求农庄和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由保
险公司分别赔偿汪先生、李先生经济损
失各20万元；由农庄赔偿汪先生经济损
失52821元，李先生经济损失37023元。
判决生效后，农庄和保险公司均支付了

汪先生、李先生的赔偿款。

【解读】

“好人条款”给见义勇为者
吃了颗“定心丸”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人历来喜欢‘管闲事’，对看不惯的
事往往会挺身而出。”乔宝全法官指出，
近年来，大家围绕“扶不扶”“救不救”的
话题争论不断，很多人不愿意再做好事，
怕惹祸上身。究其原因，一是害怕自己因
为见义勇为受伤，最终却要自己承担医
药费；二是担心自己因见义勇为导致他
人受伤，却还要承担别人的医药费。

在乔宝全看来，民法典中的“好人条
款”，顺应社会正义期待，真正解决了大
家关心的上述两个问题，给见义勇为者
吃了颗“定心丸”，最大限度免除“好人”
仗义出手的现实之忧。

“在处理此类因见义勇为引起的纠
纷时，我们要顺乎民意，要对见义勇为者
的英勇表现予以肯定，在认定其是否存

在过错时应当持宽容态度。见义勇为一
般存在紧迫性，不容许当事人有充足的
时间考虑，因此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承
担通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注意义务。”
乔宝全分析说，在碰到一些没有目击者
或视频录像证明行为人是否为见义勇
为的情况下，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来认定，而不能一味
的将证明责任加之于见义勇为者身上。
对于最后被证实是做好事，却被当事人
诬陷为肇事者的，公安机关应当加大对
诬陷者的惩处力度，严重的应当追究其
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出现见义
勇为者蒙冤、让人民群众不再愿意做好
事的情形。

乔宝全认为，要达成善治之效，这一
条款理应被高效吸纳到地方层面的法律
中，增加其执行上的可操作性，也让其对
社会善行善举的兜底作用，尽快得到最
大发挥。乔宝全提醒大家，见义勇为者在
施行紧急救助时需注意方式、方法，在保
护自身的同时，尽量减少给受助人或其
他人造成伤害。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见义勇为免责 该出手时出手

6月28日，长沙市开福区，一辆地铁5号线列车停放在水渡河车辆段。当天，长沙地铁3号线、5号线正式载客运营，标志着长
沙地铁“米”字型骨架、“十”字型拓展线网格局已然形成，进入“网络化运营”新时代，长沙市主城区实现地铁运营全覆盖。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月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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