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9日讯 省内一旦发生各
类突发事件、事故情况，坐在省政府应急
指挥中心的办公室内，只要连接网络，点
开实时监控视频， 突发事件的现场情况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上午，由湖南省
移动公司基于TD-SCDMA网络承建的
应急平台正式交付湖南省应急指挥中心
使用。

据湖南移动公司负责人介绍， 这一

平台投资近1900万人民币， 主要为视频
会议和监控两大核心系统， 范围覆盖了
14个市州和35个厅局应急部门。 能实时
调取高速公路、 公安厅社会治安系统的
图像，同步显示9路图像，同时应对2个应
急事件的处理。同时，该平台上联国务院
应急平台，下联市、县（区）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系统，横联省级部门应急平台。

■记者 唐能

我省移动应急平台昨交付使用

突发事件可远程遥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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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以一博十”抽奖活动圆满结束，
2012 年期待更多精彩

———中国银行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第三季）中奖名单揭晓

2011�年 12�月 26�日，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以下简称中行） 信用卡刷卡抽奖活
动———“以一博十”（第三季）抽奖仪式在
湖南省委招待所隆重举行。 10�名来自全省
各地的中国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成为此季活
动的幸运者，每人将获赠 iPAD2�平板电脑
一台。此次抽奖结果全部由电脑随机产生，
为保证抽奖公平公正， 长沙市公证处为抽
奖进行现场了公证（公证书号：2011 湘长证

民字第 8135 号）。
“以一博十” 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从

2011�年 4�月 1�日至 12�月 18�日，共设立了
3�次抽奖季，每季设获奖人 10�名，每人赠
送 iPAD2�平板电脑一台。 凡刷卡消费单笔
满 398�元的持卡人即有机会获得价值约十
倍的 iPAD2。 此次活动获得了中行持卡人
的热烈参与，现将“以一博十”第三季的 10
名幸运者名单公布如下：

姓名 中奖卡号 卡种 办卡机构

曹铁琛 4096********4087 中银白金卡 中国银行长沙市蔡锷支行

彭检初 5149********4695 中银白金卡 中国银行长沙市松桂园支行

陈祖金 4380********5778 中行全民健身卡 中国银行常德分行

袁立 5527********5687 中银携程卡 中国银行郴州分行

廖慧敏 5184********4763 中行长城卡 中国银行怀化分行

黄志明 6227********6926 中行长城卡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本部

陈剑钢 6227********1903 中行长城卡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本部

毛角 5124********4976 中行万事达金卡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本部

许柳 6227********7855 中银淘宝卡 中国银行星沙支行

魏支建 4096********3821 中银白金卡 中国银行株洲分行

2011 年中行“以一博十”信用卡刷卡抽
奖活动现已圆满结束， 在此感谢各位中行
信用卡持卡人对活动的大力支持， 2012 年
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精彩！

领奖注意事项：
1、领奖请咨询 95566、0731-82263524；

2、若中奖人办卡时所留联系方式有误
或已变更导致中行无法联系到中奖人，请
中奖人见到公告后主动联系中行， 中行将
保留其中奖资格至 2012�年 3�月 31 日。 在
此期间， 中奖者若不主动联系中行并提供
有效联系方式，视为自动放弃中奖资格。

根据省统计局统计数据，2011年前11个
月，我省规模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首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全省规
模工业第八个千亿产业。据悉，2011年前11
个月，我省规模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2.12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加397.7亿元，同比增长65.8%。

事实上，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
了湖南的经济发展，也为“数字湖南”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根据日前出台的《数字湖南建设纲

要》和《数字湖南规划（2011-2015年）》，
到“十二五”末，“数字湖南”建设的总体
目标是覆盖城乡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建成，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信息产
业成为先导性支柱产业，“数字湖南”基
本建成， 对全省经济发展和两型社会建
设的支撑与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我省将于“十二五”末基本建成“数字湖南”

在家可接受三甲医院专家远程诊疗

数字湖南：就是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
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网络技术等，
构筑一个数字化的“湖南”， 实现资源共
享、更好地为湖南的社会经济服务。简单

地说，“数字湖南”就是把所有湖南相关的
信息全部数据化，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
和老百姓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些信息包
括自然环境、社会、人文、政治、经济等。

名词解释

【国窖微动力，孝心大传递】

30年后，儿子亲自帮父母补拍婚纱照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 “国窖

1573”作为泸州老窖旗下最有历史感的
高端品牌， 必然要肩负传承中华优良文
化传统的使命。 新春之际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携手三湘华声全媒体《UP向日
葵》发起“国窖微动力，孝心大传递”活
动，发掘身边最朴实的孝心故事，让孝子
们提着国窖1573回家拜年。活动自2011
年12月26日启动以来，得到了网友的积
极响应，其中将有10位朋友被授予“国
窖孝心传递使者” 称号， 获赠一瓶价值
1389元的“经典装国窖1573”酒。

被授予“国窖孝心传递使者”的贺宏
今年33岁，是长沙的一名自由摄影师。但
是在贺宏的心里有块疙瘩， 父母从不让
贺宏给他们拍照， 父亲一直认为儿子应
该找个更稳定的工作。就在2011年的夏
天，贺宏心中的疙瘩终于被解开了，因为

他为父母拍摄了一套迟到30年的婚纱
照。贺宏说：“父母年轻时的那个年代，结
婚就是‘组织安排’去民政局拍一张只露
半身的军装照。”细心的贺宏曾亲眼看到
母亲抱着他与妻子的婚纱照唏嘘不已，
眼里满是羡慕的神色。于是在“十一”长
假， 贺宏假借带父母参观自己新建摄影
棚的名义，把二老带进了影楼，经过两个
小时的软磨硬泡让父亲换上了帅气西
装， 然后把妻子曾穿过的那套漂亮婚纱
给母亲换上， 贺宏拿起相机捕捉到了父
母30多年来未曾变过的幸福与甜蜜。

“国窖孝心传递使者” 贺宏先生说：
“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不善于表达自己的
情绪，我们做儿女的，应该用心来找父母
年轻时的小遗憾， 然后尽力完成这些可
爱的小事。”

■记者 刘驰

经济信息

“数字湖南”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月9日上午，记者从“数字湖南”
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省信息产业突破千亿大关，成为我省
第八个千亿产业。“数字湖南”，看起来是一个对于我们很遥远的一个
概念，那它究竟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实际上，“数字湖南”建成后，你或许可以这样生活……

【开车】 当你开车出行， 也许你最
担心的是堵车。将来，通过数字交通监控
系统，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哪里交通拥
挤，哪条路最为畅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显
示在你的车载显示屏上， 帮助你选择最
佳的行驶线路。

【旅行】 如果你要去旅行， 通过旅
行信息系统，选择电脑、电视、手机等任何
一种方式，你都能从信息系统中获得所需
要的信息，并且你可以知道哪个景点的人
流状况，从而选择最适合的游行地。

【看病】 如果你生病了， 你也不必
东奔西跑，不必早起排号，也不必怀揣病
历卡，只要走进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调
出自己的电子病历， 立刻就可享受到自
己心仪的“三甲”医院专家的远程诊疗。

【家务】 如果你出门忘记关电视
了，你可以通过手机，关闭家中的电视，
你也可以在回家前， 通过手机提前煮你
早已放在锅里的饭， 或打开热水器提前
准备热水。因为这时，你的手机已经变成
了一把“家庭智能钥匙”。

数据盘点

“十二五”末基本建成“数字湖南”

■记者 刘玲玲

2011年5月14�日，“数字湖南”亮相深圳文博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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