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在物联” 是指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之间的
信息连接和交互。 而泛在电力物
联网， 是指围绕电力系统各个环
节，充分应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先进通信技术，
实现电力系统各个环节万物互
联、 人机交互， 具有状态全面感
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
特征的智慧服务系统。

本报12月1日讯 今日，
2019年“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
湖南动起来” 总决赛来到长沙
橘子洲头。 数千名跑者冬雨中
起跑， 点燃了全市体育健身爱
好者的热情。

众跑活动后， 由长沙市残
联推选的20名视障朋友与陪跑
搭档，共同完成了融合关爱跑挑
战赛。主会场内，14个市州分站
赛的啦啦宝贝挑战赛冠军相继
登台，角逐总冠军。同时，平板支

撑、乒乓推挡、足球颠球等8个个
人挑战项目也在各自场地展开。

经过激烈角逐， 各项省冠
军相继诞生。 湘西符敏连续命
中12球，赢得投篮挑战总冠王；
株洲夏威以5球45分的成绩，问
鼎射门挑战总冠王； 郴州杨春
梅、 温穗荣5分钟垫球16次，获
挑战垫球王的冠军； 常德彭洪
以5秒31的成绩成为轮滑王；湘
潭的匡雄乒乓球推挡成绩为5
分钟内666次，荣获桂冠；郴州

的许其盛连续三年获平板王；长
沙的陈俊宇摘得电竞挑战总冠
王； 长沙市代表队获得啦啦宝贝
挑战总冠王。

“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是一
项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各
省市体育部门承办的大型、 综合
性群众体育活动。2013年由湖南
省发源以来， 该项活动已在全国
11个省市、 自治区举办了近百场
活动，关注人数超千万人次。

■记者 叶竹

本报12月1日讯 今晚，长
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湖南
拓宇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质
量问题最新情况发布通告。通
告显示， 尚未公布现场检测鉴
定结果的5个项目中，4个项目
符合设计要求。 而造成混凝土
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的主要原
因为超时浇注，随意加水，增大
混凝土的水灰比等等。

通报显示， 经现场检测核
查，高新区湖南家辉遗传与生殖
专科医院项目、 祺鑫星座项目、
中梁·长沙市岳麓区053号地块
项目二标，望城区思源九年一贯
制学校4个项目所检测构件混

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而望城区宝湾国际电商物流

港项目综合楼地下室4根顶板梁
混凝土抗压强度低于设计要求一
个等级，经原设计单位复核，构件
满足承载力及正常使用要求。

据悉，目前，长沙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已对涉事问题项目责任
主体调查取证， 正在依法依规处
理；组织市、区两级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机构对全市预拌混凝土
企业进行了执法检查， 对质量保
证体系不健全、 管理不规范的企
业，责令停业整顿，限期整改。有
关部门正在对行业监管单位进行
问责调查。 ■记者 卜岚

本报12月1日讯 今天，记
者从湖南高速集团获悉，11月
30日上午11时28分，S71华常
高速益阳境内南县程家山枢纽
互通至沅江草尾互通段（即南
益高速南县程家山枢纽互通至
沅江草尾互通段）通车试运营。
这标志着南益高速公路主线实
现全线通车。 由于受到全国高
速公路收费系统升级调试工作
影响，为避免重复建设，本次南
县西收费站、大通湖收费站、沅

江北收费站和三仙湖服务区、洞
庭湖服务区暂不开放。

南益高速公路是湖南高速
公路“七纵九横”的第四纵，是华
常高速的北段， 全线限速100公
里/小时。起于G56杭瑞高速程家
山枢纽，往南经茅草街、沅江、益
阳市资阳区， 止于S7101益阳绕
城高速迎风桥枢纽， 全长86.724
公里。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江钻 祖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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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电器耗电多少， 数据清
晰明了；企业偷偷排污，可以准确
监管；暴雨灾害、高速公路覆冰，
能提前预测预警……11月30日，
国网湖南电力召开“泛在电力物
联网—互联更广，服务更优”新闻
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到
2021年，我省将初步建成泛在电
力物联网。

企业偷排？它通风报信

在一次突击行动中，株洲市
环保部门核查10家嫌疑企业，其
中准确发现9家企业存在偷排问
题， 相关企业分别被责令整改、
停产整治和立案处罚，共处罚金
189万。

一抓一个准的核查，让企业
负责人傻眼了，莫不是有人通风
报信？ 原来还真有通风报信的，
但不是“人”，而是企业排污设施
的用电回路上加装的智能监控
电表。

“电表数据会全天候实时传
送至供电公司平台， 通过大数据
对比， 就可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
偷排、漏排情况。”国网株洲供电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采集监控班班
长李剑鸣介绍， 一旦出现企业不
用电或者是用电异常的情况，平

台就会自动预警， 然后将相关信
息发送至环保部门。

目前株洲市基本实现重点排
污企业智能监测全覆盖， 精准发
现少数企业存在环保设备长期处
于未开启、 白天开启晚上关停等
现象，并及时进行反馈，为有关部
门治污提供第一手材料。

高速覆冰，也能提前预警

国网湖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项目通过泛在电力物联
网， 开发了精细到高速公路区段
的结冰、覆雪预测模型，建立了高
速公路结冰覆雪预测预警系统，
实现了精细到高速桩号的未来3
天路面结冰厚度预测、 风险区段
预警。

此外， 泛在电力物联网在森
林草原山火预测和监测上的预
警， 为湖南应急厅发送森林火灾
预测报告， 根据卫星遥感红外数
据实时识别火点位置， 第一时间
发布山火预警信息。

家电耗电多少，数据清晰明了

“家里电还能用几天？有没有
浪费电？”家住长沙市芙蓉区的刘
女士现在随时能掌握。 李女士打

开手机上的“掌上电力2019”，她
家的用电消息数据梳理及用电分
析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市民家的
电器耗电究竟多少， 数据其实也
能清晰明了。

日前， 在长岛路供电服务站
所辖台区试点安装了40台负荷辨
识终端，终端采集电流后，通过与
典型电器负荷特性曲线进行边缘
匹配计算，辨识客户用电行为，可
以为用户提供详细的家用电器用
电特性数据服务、 详实的用电清
单明细以及不同类型电器用电能
耗，以提升用户用电体验。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李萍 阳仑

本报12月1日讯 企业能
够自主认定职业技能等级了！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该厅已印发《关于在
部分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按照
自愿申报、择优遴选的原则，选
择15家左右大型企业、 各市州
推荐不超过5家符合条件的企
业， 作为我省开展技能等级认
定的试点企业。

技能等级分为五级

试点企业需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15年
版)》公布的职业(工种)范围内，
根据国家规定， 结合本企业生
产、服务一线岗位实际，对社会
通用性强、专业性强、技术技能
要求高的职业(工种)确定技能
等级认定的职业范围。《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 内的就业准入类
职业不适用技能等级认定。技
能等级分为五级， 由低到高分
别是五级/初级工、 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一级/高级技师。

申请试点企业应建立了技
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待遇
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并按规定
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为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供相应的
经费保障； 制定了完善的技能
人才考评规章制度； 有专门机

构承担职工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 并有专职人员及
相应职业技能评价场所、 设施设
备、检测手段等；具有数量充足的
与申请职业(工种)相适应的考评
人员、 内部质量监督人员及命题
专家队伍， 并自愿主动接受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管。

这些职工能因此受益

《通知》指出，试点企业开展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对象为与本
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
务关系的职工。另外，经省人社厅
批准， 试点企业还可面向同类中
小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考核评价内容需要突出品德、能
力和业绩评价， 坚持职业能力考
核和职业素养评价相结合， 重点
考察劳动者执行操作规程、 解决
生产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
力， 包括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关的
基本理论知识、技术要求、法律法
规以及安全生产规范和应急处置
技能，注重考核岗位工作绩效，强
化生产服务成果、 创新成果和实
际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 经考核合格
人员可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或电子证书)，并可实现全国联网
查询。 试点企业遴选工作将在
2019年12月30日之前分批完成。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谢甜甜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业将说了算
试点企业遴选将在年底完成 合格人员可实现全国联网查询

高速结冰？家电日耗几何？聪明电网都知道
到2021年，我省将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拓宇混凝土质量问题最新情况通报：
5个受检项目中1个项目不达标

南益高速全线通车

全民健身挑战日：橘子洲头总决赛

12月1日，2019年“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湖南动起来”总决赛在长沙橘子洲举行。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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