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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
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了雷锋大讲
堂揭牌暨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仪式， 旨在通过雷锋大讲堂系列
活动，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动企业服务当地社会，活
跃党组织生活， 塑造国企员工新
形象。活动现场，雷锋生前好友冯
健讲述了雷锋生前的种种事迹；
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杨
艳雄和中建二局三公司团委书记
褚文科对雷锋大讲堂进行了揭
牌，并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随后， 中建二局三公司代表与当
地街道办负责人签定了定向扶助
协议， 定期对当地困难群众进行
帮扶活动， 一行人还走访慰问了
当地的困难群众代表。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唐俊

不用清洗， 还能保温的
五合一墙板、 能漂在水上的
混凝土、 自洁净混凝土……
2017筑博会， 引领行业新风
向的中建科技场馆处处尽显
“科技范”， 吸引了众多参展
者的目光。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公布了首批装配式建
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
中建科技产业园榜上有名。

保温面墙不用清洗

展馆现场， 中建科技展
出了自主研制的“五合一”墙
板，集结构、保温、防水、装
饰、自清洁于一体，利用自动
化流水线生产， 出厂后就可
运往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直
接装配。

中建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彭亿洲介绍，这面墙拥
有奇异的保温效果，由内到外
为保温层、持力层、自洁装饰
层，内外层完全无缝一体化封

接， 保证建筑整体的气密性，
从而使得它的保温效果更持
久。在正式出厂运输前，外墙
面会被喷上一层特殊的保护
剂，即使在吊装完成之后墙体
粘染上了灰尘，但只要遇到下
雨天，墙体的灰尘就能被冲得
一干二净。

混凝土能“水上漂”

展馆里， 中建科技还秀
出了“轻质微孔混凝土”、“图
像混凝土”、“透光混凝土”等
多项独家发明。

如轻质微孔混凝土最直
观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漂浮
在水上”， 同时具有较高强
度，防火抗渗、保温耐久性能
优越。 综合楼项目负责人介
绍说， 这种材质的最重要特
点是能节约资源， 减少建筑
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目前， 中建科技湖南有
限公司实验室正和湖南省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宁乡站

保持联系， 不断创新混凝土
生产工艺， 为建设名副其实
的绿色建筑“添砖加瓦”。

“神奇楼宇”
不需空调四季如春

在中建科技园区里，还建
成了一栋“神奇”大楼。这几天
室外夹杂着雨， 阴冷潮湿，而
在这栋楼里却格外温暖。

“这栋建筑不依赖空调，
室内温度长年能保持20多
度。”彭亿洲介绍，利用地热、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全年
可节约电量16万千瓦， 节约
标准煤60吨，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29吨，达到国家绿色建
筑二星级标准。 而这正是中
建科技大力推进的被动式超
低能耗绿色技术， 相对节能
率达60%。 中建科技也因此
获得国家被动式超低能耗绿
色建筑示范工程。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方丽梅 胡绍进

本报11月28日讯 数分钟建好
一面墙，几天落成一栋楼，这就是装
配式建筑的魅力。今日上午，2017湖
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建筑工程技
术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会上，湖南省住建厅为10家省级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授牌。

展览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

本届筑博会展览展示面积达
4.5万平方米， 境内外412家单位参
展，设置装配式建筑演示区、绿色建
筑示范区、现代建筑成果体验区、建
筑高新技术展示区、 国际建筑成果
展示区等8大展区。

开幕式上， 住建部总工陈宜明
发言表示，“‘装配式建筑+筑博会’
模式让湖南建筑业走向全国、 走向
世界，让全国和世界聚焦湖南，树立
了产业形象，打造了产业品牌，促进
了产业发展。”

随后，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
委员罗志军、 住建部总工程师陈宜
明、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
敏、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光荣、
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文浩共同启
动水晶球， 宣布为期三天的筑博会
启航。

筹备11场论坛论道

此次盛会吸引了俄罗斯、法国、
加拿大、德国、瑞典、丹麦、美国等32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政府部门、
专家学者、 行业机构和知名企业近
200位境外嘉宾参展参会。

一边是静态展示， 一边是动态
交流。28日与29日两天，主办方除了
举办主论坛“装配式建筑与建筑工
程技术高峰论坛”外，还将举办中国
建造4.0国际创新论坛、第七届夏热
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BIM
技术应用与建筑工业化论坛等11场
专题活动。

杨光荣指出， 以此次筑博会为
契机， 在住建部等有关部委的支持
指导下， 充分发挥绿色建造对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对新兴
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深入推进湖
南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
湖南建筑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新增10家
省级装配式建筑基地

开幕式上， 湖南省住建厅还对
新增的10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进行了授牌，分别是：远大可建科
技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湖南有限公
司、湖南东泓住工科技有限公司、中
南大学、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湖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湖南天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航凯建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
三远钢结构有限公司、 湖南美林住
宅工业有限公司。

目前， 湖南省现有省级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16家， 国家级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9家，产业总产值达到
400亿元， 年生产能力达到2500万
平方米， 实施装配式建筑总量在全
国排名前三， 装配式建筑企业综合
实力和产能规模排名全国第一。

■记者 叶子君

2017湖南（长沙）筑博会开幕 境内外412家单位参展

我省省级装配式建筑基地增至16家

11月28日，观众在参观建筑模型。当天，2017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建筑工程技术博览会在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记者 徐行 摄

亮点

混凝土“水上漂”，房子不需空调四季如春
中建科技成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中建二局三公司
在长开“雷锋大讲堂”

11月28日， 由中山大学发布
的《移动政务服务报告（2017）
———创新与挑战》（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全国70个大
中城市共计提供514个政务APP。这
其中，长沙“支付宝+政务服务”数量
同比增长105%， 增幅全国第八，成
为中西部移动政务新典型。

上述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
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共推出
514个政务APP， 涵盖了交通、社
保、 民政、 旅游等多个领域。与
2015年底相比， 应用数量增长
62.7%， 下载总量增加51.7%。数
据显示， 长沙支付宝政务服务数
量45个，同比增长105%，增长数
量位列全国第八。其中，长沙市民
最常使用的是交通违法缴罚、社
保查询、 车辆违法查询、 挂号就
诊、驾驶证业务等5项服务。
■见习记者 黄亚苹 记者 杨田风

11月28日， 全国首家省
级主流文创媒体新湖南文创
频道正式上线， 并同时发布
了“你最想买的文创产品”投
票活动。

新湖南文创频道由湖南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千万量
级用户的新媒体平台“新湖
南”共享共建，打造湖南文创
产业聚合服务平台。 频道上
线初期着力为网友提供国内
外尤其是湖南最新锐、 最生
动的文创探索、 文创实践案
例以及优秀文创模式和文创
产品。

新湖南文创频道创建的

真正目的是专注于文创设计
服务及产业链优化服务，后
期将逐步完善“政策资讯、产
品推荐、 需求发布、 活动分
享、法律服务、智库平台”6大
功能板块，通过优质的赛事、
资讯、需求、产品、活动、服务
及智库聚集海量设计师和高
质量用户，“链”接文创各要素
资源，提高文创产品从设计走
向市场的成功率，助推湖南文
化创意产业再上新台阶。

选你最喜欢的文创设
计， 赢最走心的文创礼物，
“一键加速”首届湖南文创大
赛创意成果转化。 作为新湖

南文创频道全新上线的福
利，“你最想买的文创产品”
投票活动于2017年11月28
日正式开启， 投票截止时间
为2017年12月11日。“你最
想买的文创产品”投票，参选
作品共500余件。活动将评出
票数总排名前十的作品颁发
荣誉证书， 并在投票者中随
机抽取100名幸运参与者，每
名幸运参与者奖励价值近一
百元的“铜趣大冒险”文创礼
包一份。 有兴趣的网友可在
频道投票专题页或关注微信
公众号“文创湖南” 进行投
票。 ■熊星

新湖南文创频道上线 最想买的文创产品在这里

缴交通罚款最受欢迎
长沙支付宝政务
增幅全国第八

本报11月28日讯 一场特
殊的消防演习今天在长沙市消防
支队进行， 本次演习向老挝公安
部来湘考察人员展示了湖南消防
管理机制和湖南本土生产的消防
产品， 旨在加强湖南与老挝消防
产业合作。

演习中， 长沙市自能消防科
技有限公司向老挝公安部考察人
员展示了环保材料消防器材和最
新消防检测技术。 老挝亿金集团
是此次考察的联系人， 集团负责
人朱汀介绍， 随着老挝经济建设
的加速，当地消防建设亟待提升，
老挝政府近期制定了一个10多亿
美元的消防装备采购计划， 湖南
是老挝考察团在中国的第一站。

■记者 周月桂 周小雷

老挝公安部
来湘考察消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