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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离湖南传媒
大厦LOGO评选结束只剩下
最后一天， 打开华声在线新
闻网站、新湖南手机客户端，
60件优秀作品投票比拼进入
冲刺阶段。

此前， 湖南传媒大厦抛
出10万元奖金征集LOGO，
旨在进一步提升传媒大厦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更迅速、更
准确地树立、宣传、推广传媒
大厦品牌。

共抒传媒情
吉林媒体同行投稿

报纸、逗号、浪潮、芙蓉
花、 古刀币……这枚集多种
新闻与传媒属性的LOGO，
引起媒体人强烈的共鸣，其
作者于国占是位年过五旬的
传媒人。1994年入行，于国占
在吉林四平日报社一呆就是
22年， 从最初的普通编辑到
现在的党组成员、总编助理。

“逗号代表语言信息，放
射型线条代表新闻、 信息文
化的传播。浪潮、刀币等不同
元素组合体现了转型时期新
传媒的文商融合、 创新发展

内涵， 彰显湖南日报在新时
期的新作为。” 于国占解读
LOGO的涵义。

设计国学范儿
灵感来源“楚文化”

刘小红是株洲人， 现任
某传媒公司品牌总监。

“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来
说， 整个LOGO的整体呈现
是一个传统图案‘福’字；金
融含义上来说， 同样深挖湖
南传统文化， 钻研传统意识
形态。 利用湖南的H和传媒
的M， 设计出一个信息文化
共融的标志， 一个极具传媒
特性的LOGO。”刘小红阐述
作品创意。

江南园林文学派
人剑指第一

“每一个设计师，都是极
为冷静沉着的猛虎， 更确切
地说是突破壁障的勇夫。”设
计师杭永忠说自己是一个
“勇夫”。

杭永忠精通琴棋书画，
曾荣获湖北省“一句话”全国

文学大赛特等奖，写过诗集。
杭永忠提倡“文学与设计相

融合”。 在杭永忠的湖南传媒大
厦LOGO设计作品中， 他把文学
元素，利用创意思维注入到作品
中。“文学与设计的组合是必然
的，设计不可单门独户，需要与
文学相辅相成。这才是艺术设计
之道精髓。”杭永忠强调。

LOGO网络评审即将收官
6强选拔请您投票

60件优秀作品投票比拼进
入冲刺阶段。届时，将按新湖南
客户端与华声在线微信公众号
综合得票总数高低，6件最佳作
品会从60件优秀作品中脱颖而
出，并进入专家终评。

投票方式：
1.APP投票：
手机下载“新湖南”客户端，

进入投票页面点击候选作品进
行投票。

2. 微信投票：http://zh.voc.
com.cn/zt/2016/hnrb/

关注“华声在线”微信公众
号，进入微信投票页面点击候选
作品进行投票。

■通讯员 段者文

本报10月31日讯 11月
1日起，沪昆高速怀化段将有
2个点正式启用区间测速。这
2处区间测速相关执法数据
将直接接入交警处罚系统，
此次是湖南高速公路区间测
速首次运用于实战。

据省高警局怀化支队安
江大队大队长姚海标介绍，
这次区间测速先期选择沪昆

高速怀化段试点，主要是因为
这里弯多坡多、 桥隧密集、临
崖临水，为较危险路段和事故
多发路段。一是为了有效控制
事故多发路段车速，减少事故
发生； 二是为了积累经验，为
下一步全省推广区间测速积
累经验。

姚海标提醒， 虽然是依据
车辆在区间内行驶的平均速度

来判定是否超速违章， 但支队
会在区间测速路段内同时设置
单点测速仪， 所以任何瞬间时
刻的超速都有可能被抓拍。

区间测速是指在同一路段
上布设2个相邻的监控点，基于
车辆通过前后两个监控点的时
间来计算平均速度判定速度，
并依据该路段上的限速标准判
定车辆是否超速违章。

2016.11.1��星期二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李辉A05 要闻·时政

本报10月31日讯 从11月1
日起，《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首个民用防护口罩国家
标准。不过《规范》明确，此标准
“不适用于儿童用口罩”。

《规范》对口罩性能的规定
使用了“防护效果”这样的综合指
标，以“佩戴口罩后吸入体内的空
气质量” 这种直观效果来界定口
罩的性能。根据该标准，口罩的防
护级别由低到高分为四级：D级、
C级、B级、A级， 分别对应不同的
空气质量情况。

不过《规范》明确标称，此标
准“不适用于儿童用口罩”。 对此，
专家解释是由于儿童身体特征差
异性较大， 呼吸阻力对儿童成长
影响的医学数据和实验数据积累
还有待于完善，所以《规范》没有对
儿童用口罩作出专门规定。

那么标准未定时， 家长该如
何给孩子选择防霾口罩？

儿童口罩成人缩小版？

今天， 记者走访长沙一些超
市、药店、精品店发现，近日随着
天气变冷， 各种各样的口罩摆在
更显眼的位置， 和设计感相当质
朴的成人口罩相比， 儿童口罩的
设计显得花哨。

但儿童专用的防霾口罩很
少， 在一款售价为32元的防霾口
罩上， 记者看到包装盒上标着尺
码为“M”，并写着“适用于女士、青
少年及脸形较小的男士”，可当记
者问5岁左右的小孩戴会不会太
大，工作人员迟疑了下表示，没有
儿童专门用的防霾口罩。 在伍家
岭，记者连走了5家药店，只有一

家称有款儿童专用的防霾口罩，不
过记者仔细一看这个标着尺码为
“XS”、“适应3—6岁儿童”的口罩，其
实也只是这款成人口罩的缩小版。

“3岁以下孩子不建议戴”

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医师吴
碧琛、长沙市中心医院肺科副主任
医师朱勇峰均表示，雾霾对人体有
很多危害，PM2.5颗粒携带的各种
有害物质易诱发支气管炎、 哮喘、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对呼吸系统的
黏膜也会造成损伤，严重的甚至导
致肺癌等。“相比成人，呼吸系统尚
未完善的孩子受雾霾的影响更
大。”朱勇峰说。

儿童究竟该如何选用防霾口
罩？吴碧琛建议，最好选择正规厂
家产的标注对PM2.5有过滤功能的
口罩，并要注意考虑口罩的舒适性
和呼吸通畅性。 吴碧琛还提醒，雾
霾天家长应尽量少带儿童出门，3
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戴口罩。此外
防霾口罩要及时更换，一般情况下
戴口罩超过四小时就不要再使用。

■记者 陈月红

我省高速公路区间测速首次实战
试点路段：沪昆高速怀化段 交警提醒：任何瞬间超速都可能被抓拍

今起民用防霾口罩有了分级标准
专家建议3岁以下孩子不戴口罩

媒体大咖、国学设计、文学“勇夫”同台竞技
湖南传媒大厦LOGO网络评选“六强”争夺战即将收官

今日起，沪昆高速两路段试点区间测速。湖南高速交警首次将区间测速应用于实战。

A(起点 )沪昆高速公路
东往西方向1379km+325m;

A(终点 )沪昆高速公路
东往西方向 1388km+65m
(邵阳往怀化方向)。

大、 小型车辆限速都是
80km/h。

B(起点 )沪昆高速公路西
往东方向1416km+315m;

B(终点 )沪昆高速公路西

往东方向1405km+385m(怀化
往邵阳方向)。

大型车辆限速80km/h，小
型车辆限速100km/h。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龙思瑶

相关链接 两处测速区间

记者10月31日从省高级人
民法院获悉，日前，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一起涉案近3.94亿元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宣判，
主犯刘品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9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
月至2015年1月期间， 被告人刘
品和在江永、 江华两县先后注册
成立江永中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江华瑶族自治县中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雇用蒋博、肖志华等数
十名员工，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
过委托投资理财的方式， 累计吸
收资金近3.94亿元， 涉及两县投

资客户达2000余人。
截至一审宣判前， 尚有2.17亿

元本金无法退还。 刘品和等9名被
告人非法吸收社会不特定公众资
金，数额巨大，扰乱金融秩序，其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同时主犯刘品和还指使蒋博、肖志
华等人将资金从两公司转入其所
掌控的银行账户，将吸收的大部分
资金用于成立其他公司、 投资项
目、支付投资到期客户本息、偿还
私人欠款等， 除已查明有去向的
3.77亿元以外，尚有1650余万元拒
不交代资金去向。

■据新华社长沙10月31日专电

本报10月31日讯 今天，江
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水库扩建枢
纽工程顺利通过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总院组织的蓄水安全鉴
定评审， 具备今年11月下闸蓄水
的条件。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是国务

院确定的全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
工程之一，是我省水利建设“一号
工程”。 该工程总投资130亿元，于
2012年8月开工，计划于2016年11
月择机下闸蓄水，2017年4月实现
首台机组发电。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涔天河水库工程通过蓄水安全鉴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主犯被判无期

口罩的防护级别分为D级、C级、B
级、A级。D级适应于中（PM2.5浓度≤
150微克每立方米） 及以下污染，C级
适应于重度（PM2.5浓度≤250微克每
立方米）及以下污染，B级适应于严重
污染（PM2.5浓度≤350微克每立方
米），A级在PM2.5浓度达500微克每立
方米时使用。各级对应的防护效果分
别为不低于65%、75%、85%、90%。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