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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新年的阳光， 狗年即将
开启。在匆匆过去的一年里，你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新年到，大家都
开启了发福利模式， 福彩双色球
也不例外哦。新的一年，让我们一
起摇一摇。

活动时间
2018年2月11日—2月20日共

十天
活动说明
形式为摇动手机获取幸运字

符，用户在活动页面通过摇动手机
来获得幸运字符，每次可获得六个
幸运字符，当获得的幸运字符中包
含指定数量的“福”字时，即可获得
对应红包奖励。 每个用户每天有8
次参与机会。

活动规则
①所有关注“福彩双色球”微

信公众号并绑定手机的用户即可
参与；

②用户在活动页面摇动手机
即可获得幸运字符；

③每次可获得六个幸运字符，
当获得的幸运字符中包含指定数
量“福”字时即可获得对应奖励；

④每个用户每天有8次参与
机会；

奖励规则
①获得指定数量的“福”字即

可获得对应红包奖励；
获得1个“福”字可获得0.6元

红包；
获得2个“福”字可获得1.2元

红包；
获得3个“福”字可获得1.8元

红包；
获得4个“福”字可获得2.4元

红包；
获得5个“福”字可获得3元红

包；
获得6个“福”字可获得3.6元

红包。
②活动获得的现金红包直接

存入用户中心账户中， 用户可提
现至银行卡。■湘福彩 经济信息

“无人机起飞，机器人出发。”2
月13日上午11点，浏阳市大瑶镇一
栋“起火”的烟花仓库前，随着浏阳
市公安消防大队大瑶中队副中队
长陈青华一声令下，一架无人机立
即升空， 一台救火机器人马上启
动，赶赴火场，一场“智慧消防”演
练拉开序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 无人机飞
到火场上空侦察火情，通过即时、
清晰的影像， 从空中全方位将火
情传给现场指挥员， 指挥员依此
迅速制定施救方案，指挥、组织救
火。

救火机器人冲在最前面，在
最靠近火场的地方，时而直流，水
柱直冲80多米， 精准狙击火点，
可覆盖整个火场；时而开花，直径
约3米的巨大水花如巨龙吐水，排
山倒海，最大面积地浇向火苗；时
而喷雾，水雾茫茫，消烟降尘。

整个过程中， 两名消防战士
轻点遥控， 无人机与机器人紧密
协同，救火高效、安全。

浏阳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
李振介绍， 考虑到该市烟花企业
多、隧道群较长，从意大利进口了
这台价值340万元的TAF20战斧
多功能救火机器人， 它能有效应
对烟花企业车间燃爆、 隧道和地
下建筑物火灾等复杂险情， 是我
省第一台多功能救火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最高时速达9公
里，能360度原地旋转，能爬坡，
履带能抗火阻燃， 喷水量可达
3800升/分钟、水流可抵80米远、

排气风量达2083立方米/分钟、可
推或拉动3.7吨重的物体，即使是
黑夜和浓烟中， 也能直抵核心将
火场情况无线传输300米……这
一切，只要在400米外动动手指、
轻点遥控就能搞定。

李振说，针对高温、浓烟、黑
暗、强热辐射、有毒、有害、易坍塌
等火灾， 可利用救火机器人替代
消防人员进入危险场所， 彻底改
变以往消防官兵与火灾贴身肉搏
的情况， 在高效灭火的同时最大
限度保障消防官兵安全， 实现由
“肉体灭火”到“铠甲灭火”。

同时， 在浏阳市的“智慧消
防”建设中，推广安装智慧消防安
全云服务平台， 用大数据驯服火
灾。 在洞阳镇在建的中心消防站
指挥中心， 现场火情将可在大屏
上“直播”，在此即可更科学有效
地指挥救火。 计划借鉴森林公安
消防的经验， 在城区建立远程火
灾监控系统， 在城市制高点建监
控点，主动发现火情。

“智慧消防”让“花炮之乡”越
来越安全。

■记者 周智颖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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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手指遥控，救火机器人冲上前
浏阳实现“智慧消防”，由“肉体灭火”到“铠甲灭火”

新春摇福到 福到快乐到 惊喜送不停！

本报2月13日讯 领取被
拖欠3年的工资等赔偿款，唐宇
平露出笑颜。今天上午，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 通报全市两级法院集中开
展元旦、 春节期间涉农民工工
资执行专项行动情况， 集中兑
现涉农民工工资案件18件，总
金额近3000万元。

这段时间， 我省多地法院
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
审判执行专项活动， 让农民工
早日拿到血汗钱，回家过年。

长沙法院集中兑现
农民工工资3000万

唐宇平是一名水电安装
工，3年前， 在一次施工中头部
被砸伤，住院治疗一年，工资等
赔偿款一直未履行到位。3个月
前， 唐宇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终于赶在春节前两天领取
20余万元赔偿款。

今年1月，长沙市两级法院
开展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专项执
行行动。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
强化执行威慑机制， 千方百计
为当事人兑现胜诉权益。 活动
开展以来， 共执结涉农民工工
资案件630件， 执行到位金额
4940余万元。

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
说，“这次集中兑现大会是长沙
两级法院关注民生、 扶危救弱、
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的一次集中
行动，也是开展民生集中执行行
动的亮点缩影。既要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执行工作力度，又要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湖南多地农民工
顺利领到血汗钱

2017年春节前， 湘潭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湘潭路桥公
司的破产清算案件。 终于，在
2018年春节前夕，1200余位农
民工兄弟， 高高兴兴的从破产
企业管理人处领取了共计3200
余万元工资。

2月12日下午，湖南某高新
技术有限公司陈某紧握着长沙
岳麓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
手。2014年6月， 陈某所在公司
与湖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
工程款问题发生纠纷。 因协商
不成，2017年3月， 陈某的公司
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长沙仲裁委员会裁定， 由该建
筑公司支付工程款32万余元以
及相应滞纳金。

2018年2月2日，高新技术
公司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10天后，陈某代
表公司领到了这40万元。

农民工讨薪
有了“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 我省各级法
院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成立
诉讼“绿色通道”，快审快执。

如岳阳楼区法院成立了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审判执
行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进行摸底登
记，并畅通此类案件诉讼“绿色
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
先执行,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让
胜诉农民工及时实现权益。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韩爽
常研李平江尹静实习生张晓芳

长沙法院集中兑现农民工工资3000万
欠薪案走“绿色通道”快审快执 多地农民工拿到血汗钱

2月13日上午11点，浏阳市大瑶镇一栋“起火”的烟花仓库前，一台救火机器人整装待发。 记者 王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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