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强） 国际市场一套高档

晚礼服， 只要加入手工刺绣元素，

价值动辄成千上万。

3

月

26

日 ， 湖

南沙坪湘绣公司与湖南师范大学联

合成立我省最大湘绣创新研发中

心， 力争尽快将高端时尚的湘绣礼

品、 湘绣服饰、 湘绣床上用品等推

向市场。

湘绣作为我国

4

大名绣之一 ，

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 。 但由于受

题材 、 原料 、 工艺等诸多因素制

约 ， 没有有效做大做强 。 特别是

研发创新能力不足 ， 成为制约湘

绣发展的最大瓶颈 。 据统计 ， 去

年， 我省湘绣产业总产值为

3

亿多

元， 而同为

4

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却

达到了

30

亿元 。 湘绣创新研发中

心主任 、 湖南师大教授孙舜尧认

为， 湘绣应该 “两条腿” 走路： 用

时尚包装的日用品占领市场 ， 用

传统高档精品创造高利润 、 彰显

艺术魅力 。 “如果我们的湘绣能

穿在身上、 盖在床上、 披在肩上、

提在手上 ， 那湘绣产业将得到飞

速发展。”

此次沙坪湘绣公司注资

100

万

元， 与湖南师大共建湘绣创新研发

中心， 打造湖南湘绣应用开发、 技

术创新基地， 以更好地保护发掘湘

绣传统工艺， 进行时尚设计包装，

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进行整体营

销， 同时为创新湘绣设计、 构图、

技术等提供强有力支持， 力争

5

年

内使 “沙坪湘绣” 上市，

8

年后年

产值突破

50

亿元。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最近

3

天，春风和煦，正是种谷下泥的

好时光。 位于长沙市河西麓谷的亚华

种子公司的仓库内， 一车车催好芽的

稻种，上午

9

时前发往省内各市州和湖

北、江西等地。

今年，亚华种子公司展开“春芽行

动”，变卖“谷种”为卖“芽种”。 据公司

副总经理陈胜文介绍，

25

日以来，前来

运发芽稻种的车辆猛增， 每天都在

15

台以上。 “刚出门的两车发芽稻种，发

往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 下午可到

农民手中，及时播到田里。 ”

在公司销售登记本上， 记者看到，

公司已卖出

9

万公斤发芽稻种， 还有

11

万公斤的订单量， 未来一周将发送到

位。 正在装车的员工说：“为种谷催芽是

细致活。 这几天，大家白天黑夜守在车

间，不敢丝毫大意。 ”

今年，亚华种子公司的早稻种子主

推 “陵两优

268

”、“株两优

819

”、“株两优

02

”。这

3

个品种全部是早稻超级稻，增产

潜力好。 但种子谷壳较薄，催芽要求控

温、控湿、少浸、多露。一家一户的农民浸

种催芽，耗时、耗精力，还容易烂种烂芽。

让种田农民省事，集中催芽，亚华

种子公司在仓库旁边，砌起

4

个大的浸

种池，建立

4

个控温控湿车间，每天可

催芽

20

吨稻种，发芽率确保

90%

以上。

稻种催芽不加价，图的是什么？陈

胜文称：“让农民满意， 确保种子的发

芽率，公司图的是一个好口碑。 ”

本报

3

月

27

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 记者今天从广铁集

团了解到，清明节小长假期间广铁

将增开

7

对列车。

广铁集团客运部门分析，清明

假期，该集团管内客流走势以短途

客流增长为主。 武广高铁沿线将成

广大游客清明旅游踏青的热点线

路。 为方便旅客清明节假期出行，

广铁增开

7

对管内列车，分别为：深

圳

-

岳阳间

K9201/2

、

K9203/4

次快

速列车

2

对；广州

-

永州间

K9232/3

、

K9234/1

、

K9236/7

、

K9238/5

次快速

列车

2

对； 长沙

-

永州间

K9215/6

次

快速列车

2

对；衡阳

-

广州间

K9141/

2

次快速列车

1

对。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邹靖

方）金山宏业公司与农行合作发行

“金穗金山宏业联名卡”，客户一卡

在手，在所有的联盟商家都能享受

到打折优惠。

3

月

26

日，“金穗金山

宏业联名卡”在长沙正式发行。

客户办有“金穗金山宏业联名

卡”， 除享受农行提供的金穗卡金

融服务外，还能在该公司的特约联

盟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折扣、联合累

计积分等非金融性增值服务，既具

有银行卡刷卡消费的支付便利性，

也可以在中国银联各

ATM

、

POS

消

费网络以及特惠商户使用。

让湘绣穿在身上

盖在床上提在手上

校企联合打造我省最大

湘绣创新研发中心

亚华展开“春芽行动”

20万公斤稻种催芽不加价，替种粮农民省事

清明节小长假广铁增开7对列车

为联盟客户增实惠

“金穗金山宏业联名卡”在长沙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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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7

２０11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一

本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梁斌勋 黄亮斌

8

年前，国家规划在我省建设

12

个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和

2

个危险废

物处置中心（含医废处置），国家按总

投资的

60%

补助建设资金。 但目前，仍

有娄底、湘潭、衡阳、长沙

4

个尚未建成

或已经建成但没有投入使用。

医废集中处置， 原本是一件造福

老百姓的大好事，为何有的地方滞后？

医废集中处置到底会不会造成环境污

染，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医废处置

费用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2011

年

3

月

21

日至

24

日，省人大环

资委会同省环保厅、省卫生厅，对省内

部分医废处置设施建设进行了专题调

研。 记者随同调研采访。

阻力来自哪里

3

月

24

日上午，调研组来到长沙县

北山镇新桥村的一处已经停工的工

地。 这里是长沙市危废医废处置中心

最初选址所在地。 该项目自

2009

年重

新启动后，遭遇了当地村民的阻工。据

北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9

年

4

月至

今，当地村民认为该项目污染环境，于

是联合起来，先后

8

次强行阻止项目开

工，致使项目推进工作难以进行。

“群众阻工，导致选址难以确定下

来， 已经成为危废医废集中处置建设

项目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

3

月

18

日， 省环保厅厅长蒋益民在省人大

环资委组织的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坦

陈。

类似的情况在湘潭、娄底、衡阳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 其中，湘潭市用了

5

年时间，先后选址

20

多处，都因为难以

做通当地群众的工作， 至今仍然没有

确定一个合适的选址。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是一项民生

工程，也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对于

尚未建成或投入使用的市州来说，这

项工作应该要进入倒计时安排。 ”调研

中，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文志强

表示，今年，省人大环资委将加强对这

项工作的依法监督。

记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 我省目

前正在协调成立由省市县三级相关部

门共同组成的长沙市危险废物处置中

心项目建设指挥部， 强力推动该项目

的实施， 以保证在环保部下达的限期

前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

“医废处置项目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 ”这是出

现阻工现象的所在地村民的看法。

那么， 情况是否真如村民所认为

的那样呢？

省固体废物管理站站长田湘群认

为， 群众的恐惧源自误解。 他告诉记

者，目前的医废处置技术，已经能够使

焚烧产生尾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二恶英

实现达标排放。

3

月

21

日，记者随同调研组来到位

于株洲县境内的株洲市医废集中处置

中心。 据介绍，该项目

2006

年建成并投

入使用， 是我国首批通过环保验收的

医废集中处置项目。 项目工艺采用热

解焚烧， 焚烧产生的尾气经布袋除尘

碱液吸收、 活性炭吸附处理后达标排

放，废水通过消毒处理后循环使用，实

现医疗废物的整体无害化处理。

据介绍， 我国从

2003

年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了医废集中处置项目建

设。在此之前，各个医院的医疗废物都

是各医院自行处理， 一些有条件的大

医院会采取简单的焚烧处理方式。 这

种小型的焚烧炉设备简陋， 采用低温

焚烧，容易在焚烧过程中产生二恶英，

比集中处理的危害大得多。

田湘群说，医废集中处置，在工艺

上采用热解焚烧或者回转窑焚烧，炉

内温度达到

1000℃

以上， 二恶英基本

上已经被分解。再通过急冷装置，使烟

气在短时间内急速冷却至

300℃

以下，

跃过二恶英的形成阶段， 最大限度地

阻碍二恶英的二次合成， 从而达到达

标排放标准。

医废处置费用收费机制

亟需理顺

目前， 我省已经有

10

个医废集中

处置设施投入使用。 对于已经建成并

投入运营的医废集中处置中心来说，

摆在面前的一个普遍难题是医废处置

收费问题。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家有关要求，

目前已建成医废集中处置中心的市州

核准了收费标准 ， 基本为

1.8

元—

2.0

元

/

床

.

日，费用由医疗机构承担。 但医

疗机构对此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部

分市州存在医疗机构拖欠费用问题。

娄底一家大型医院负责人对调研组表

示，医废集中处置后，该院每年要为此

支付

75

万元处置费用，感到难以承受。

另一方面，医废处置公司则反映，

现行处置收费标准是

2006

年核定的 ，

标准偏低， 加上处置运营费用逐年增

加，导致处置设施运营困难。株洲市医

废集中处置中心去年就是从市财政获

得了

90

万元补贴费用， 才得以维持正

常运营。 该医废处置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 目前医废收集还只限于县一级

医疗机构， 将来收集范围还要延伸到

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处置成本将大大

增加。

“目前我们正在与物价部门协调，

争取将医废处置费用纳入医疗服务成

本，解决收费难题。 ”田湘群告诉记者，

纳入医疗服务成本并不意味着将费用

摊派到病人身上， 而是将其纳入医保

范围， 由国家公共卫生投入来支付大

部分费用。目前江西、湖北等省已经将

医废处置费用纳入了医疗服务成本。

理顺医废处置收费机制， 将是我省医

疗废物得以

100%

安全处置的基础保

障。

3

月

26

日 晚 ，

“孝敬父母 ， 走进郴

州” 刘一祯音乐会在

郴州市演 艺 中 心 举

行。 空政文工团青年

歌唱家刘一祯在家乡

用歌声弘扬 “敬老爱

老” 的传统美德。

李细万 摄

医废处置缘何有的地方滞后

徐 特 立

( 1877

—

1968)

，

湖南善化 （今长沙县江背镇 ）

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 、 教育家 ，

是毛泽东和田汉等人的老师 。

1907

年因感于清政府屈辱无能，

在一次演讲结束后愤然 “断指血

书”。

1913

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

长 。

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

1924

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

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1927

年

5

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

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任革命委员

会委员、 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

1928

年到苏联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

年回国

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

部副部长。

1934

年，他以

57

岁高

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 延安时期曾任边区政府

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1940

年

回到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新

中国成立后， 曾任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

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是中共第

七 、 八届中央委员 。

1968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逝世。

“高人一等

很难受”

1947

年， 党中央转战陕北途

中，

70

岁高龄的徐特立住在一户

老乡家里。 老乡见他穿着一套补

丁灰军服， 满头都是白发， 便奇

怪地问他： “老同志， 你这么大

年纪了， 怎么还当兵呀？”

徐老笑着说： “革命不分老

少 ， 我还要再干

20

年哩 ！” 每当

有人把他看作普通的老兵， 他心

里就觉得非常自豪。

有的干部外出的时候， 总带

上一大帮警卫员， 前呼后拥。 徐

老对这种作风十分反感 。 他说 ：

“高人一等是使人很难受的事 。

搞那么多警卫员， 老乡见他就躲

得远远的， 想找人聊天都困难 ，

这有什么好呢？”

有一次 ， 徐老来到一个镇

上 ， 走到为他准备好的窑洞门

口， 见门口站着守护的岗哨。 徐

老很不高兴地说： “这真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 反倒容易使人怀疑

我是个什么大人物哩 ！” 说完就

叫秘书转告当地驻军的负责同

志， 把哨兵撤掉了。

行军途中 ， 为了照顾家属 ，

组织上准备了一辆汽车 。 有一

天， 听说徐老也要乘这辆车， 大

家高兴地给他腾出个空地方。 这

个用棉大衣来做垫子， 那个又拿

出个背包当靠背 ， 一会儿工夫 ，

便在车厢前安置了一个又厚又软

的座位。 然后， 大家高高兴兴地

跳下车来， 欢迎徐老到来。

徐老穿着一身旧军装，戴着一

顶普通军帽，迎着寒风大步走了过

来。 他高兴地同大家握手问好，又

细心地照顾妇女、孩子上车。等所

有的人都上去了，他才上车。

同志们把他领到事先预备好

的 “软座” 上。 徐老怎么也不肯

坐， 一再让带小孩的女同志坐 。

经过大家再三恳求 ， 他才坐下 ，

但还是拉着别人和他挤坐在一

起， 怀里还抱着一个儿童。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

着。 徐老笑眯眯地给大家讲形势

和革命斗争故事， 讲到高兴的时

候， 大家都拍手大笑。 凡是接触

过徐老的同志都说， 不管什么时

候， 只要和徐老在一起， 就感到

对生活充满乐趣， 对未来充满信

心。 本报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史宣 整理

徐特立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生平】

【故事】

湖 南 日 报 社

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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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老兵” 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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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党史人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