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
博览会上，中建五局的“皮肤式”
防水施工工艺成为一大亮点。

“这是我们的‘皮肤式’防水
施工工艺模型， 这项工艺运用到
地铁车站建设中， 防水效果优于
传统工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
工艺通过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
涂料成膜后，与混凝土粘接力强，
可有效避免渗水， 并具有良好的
阻水能力和钉孔自密性， 长时间
内对细小破坏具有自愈性， 形成
真正的“皮肤式”防水。目前，这项
工艺已经成功运用到长沙地铁4
号线汉王陵公园站施工过程中。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靳晴

“皮肤式”防水施工工艺
亮相博览会

相关链接

近日， 首届湖南省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系列活动之
一———2016湖南邵阳新宁崀
山牌脐橙LOGO征集即将开
启。 本次LOGO征集将评选
出特等奖一名， 奖金1万元；
优秀奖3名， 奖金各3000元。
活动将采取网络投稿、 专家
评审的方式展开。

新宁脐橙是湖南省的特
色产品， 为农业部和外贸部
确定的中国四大出口脐橙生

产基地县之一；世界自然遗产、
国家5A级景区崀山是新宁的
名片。 新宁崀山牌脐橙既属于
湖南崀山特色旅游商品， 还是
承载湖南故事的农业扶贫产品
品牌。“本次活动征集的LO-
GO，要求作品体现湖湘文化特
色、讲述湖南故事，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和直观的整体美感，
以及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感
染力和时代感。”

■记者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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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中国中车展位参观。当天，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暨高铁
经济论坛正式开幕。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主题为“轨道交通 改变世界”。 记者 李健 摄

本报11月28日讯 带孩子
逛商场，稍不留神就被陌生女
子抱走了， 在全城苦寻近2小
时后，那名女子的邻居将孩子
送到派出所，一问才知女子患
有精神障碍。 这是去年6月轰
动长沙城的大事，也反映出管
理好精神障碍者的重要性。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人民
政府网获悉，长沙市政府办公
厅日前已印发了《长沙市肇事
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不得
放任或遗弃精神障碍患者流
落社会，若因监护人监护不力，
致使患者造成严重社会后果
的，监护人也将承担相应责任。

不得家暴，亦不得放任流
落社会

《办法》指出，肇事肇祸精神
障碍患者具体是指：患有精神分
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执性精
神障碍等精神疾病，因病情不稳
定，被专业机构评估为有暴力倾
向或高风险行为的患者。

一般情况， 此类患者依法
由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有监
护能力的法定监护人担任监护
人，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可
在其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委
会、村委会同意下进行监护。

作为监护人，除了要保护
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

合法权益外， 还要负责其日常
生活和康复护理。《办法》规定，
不得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
暴力， 不得放任或遗弃精神障
碍患者流落社会。 若监护人因
监护不力， 精神障碍患者有肇
事肇祸倾向或有肇事肇祸异常
行为的，同样需要担责。

公安、民政等部门将依法
开展救助

当精神障碍患者正在实
施肇事肇祸行为时，公安机关
可以依法立即处置，将其送至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同时，被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
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在公安
机关强制医疗所指定的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执行强制医疗。

《办法》规定，医疗机构接
到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 不得拒绝
为其作出诊断，应当将其留院，
并立即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
行诊断，及时出具诊断结论。

对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
精神障碍患者予以相应的社
会救助，民政部门可将其纳入
低保；对于查找不到居住地的
慢性期患者或急性期治疗缓
解后查找不到居住地的患者，
民政部门还将负责转入精神
康复机构或精神病人福利机
构分类安置。 ■记者 杨昱

长沙出台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办法
精神障碍患者犯事,监护人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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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在长举行，许达哲宣布开幕

能坐近两千人，长株潭城铁列车揭秘

本报11月28日讯 今日上
午，为期三天的2016中国（长沙）
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
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国内的两百余家企业与国内
外数百位轨道交通领域专家汇聚
长沙，就中国高铁技术创新、高铁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热点话题集
体发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达
哲宣布开幕， 国家相关部委负责
人，湖南省、长沙市有关领导，20
余名院士和专家， 以及“一带一
路” 沿线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出席了开幕式。

据介绍，中国（长沙）国际轨
道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将
永久落户长沙， 预计通过3到5年
的培育， 该博览会将成为中国最
大最全的轨道交通产业展示平台
和最前沿的技术交流平台。

两百余家企业参展

本次博览会共安排了3个展
馆进行轨道交通产业集中展示，
加上室外广场展位，共有4万多平
方米。

包括中车集团、 中轨集团和
中国通号等行业巨头， 以及三一
集团、中联重科、远大科技等覆盖
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知名企业在
内，目前共有两百余家企业参展。

长沙磁浮快线引人瞩目

展会上， 东道主长沙带来的
中低速磁浮引起广泛关注。 长沙
中低速磁浮是中国国内第一条自
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和自
主管理的中低速磁悬浮， 标志着
中国磁浮技术实现了从研发到应

用的全覆盖，成为世界上少有的
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
展位上，湖南磁浮公司不仅展示
了磁浮如何一步步从无到有，还
人工设置了一个小型磁场展示
磁力的作用原理。

“这是我国首列具备载客运
营资质的自主化永磁地铁，与普
通地铁列车相比，永磁牵引系统
列车综合节能可以达到30％。”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彭旭峰介绍。

模拟驾驶体验智慧列车

“身份验证通过， 列车上
电。”在中国中车展位，不仅有一
面墙的列车模型引来观众驻足
观赏，还有生动的中车智慧列车
模拟驾驶室供观众们现场体验。
在“启动”及“手动处理故障”后，
列车稳稳地向前“行驶”至进站。
模拟驾驶室旁，是中国中车带来
的各种列车模型，其中一列crh6
型实体车即将在长株潭城际铁
路上投入使用。来自展位的工作
人员说，列车有8节车厢，有510
个座位，全车最大载客量可达到
1900多人。

位于W2区的中建五局将
“实验室”带到了展会现场，展出
的多项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吸
引了不少参展者驻足，尤其是中
建五局地铁四号线智慧iBIM平
台，让体验观众连连点赞。通过
这一平台，地铁建设的全过程包
括进度管理、安全监测、质量管
理等等一目了然， 甚至还能对
重、难点工程进行高仿真模拟操
作，“能大大提高工程的效率和
精准度”。

幕后信号系统台前亮相

“这就是现在长沙磁浮快线的
运营调度图，磁浮快线每一次要缩
短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只用
在这张图上操作就可以了。” 轨道
交通要想运行，离不开信号系统的
指挥。在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
限公司的展位上，公司ats系统开发
部工程师黎邓根指着电子屏幕上
一张曲线图介绍说，在早期为长沙
地铁2号线及1号线提供信号系统
服务时， 核心仍需要采用国外技
术，到长沙磁浮快线时，他们已经
能提供信号系统所需四部分中的
一半，“可以预想，未来国内自主的
核心技术将越来越占主要位置。”

作为“全球轨道交通控制技术
的先行者和领导者”， 中国通号此
次携全球轨道交通领域一站式服
务的领航者理念而来， 展位里，中
国通号展示了从设计研发到装备
制造再到工程服务的全过程解决
方案，业务范围覆盖铁路、市域铁
路及城市轨道交通与综合交通枢
纽等领域，成为展会里一道亮眼的
风景。 ■记者 叶子君 杨田风

实习生 陈婷

崀山牌脐橙LOGO征集即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