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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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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七 小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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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业忠 张湘河

通讯员 秦大清 龙艾青

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

的花垣县， 矿藏资源十分丰富。 已探

明的矿藏共有

18

种 ， 其中锰矿储量

3112

万吨， 居全国第

2

位； 铅锌矿储

量

1600

万吨， 居全国第三位。 花垣因

之获得了 “东方锰都” 和 “有色金属

之乡” 的美誉。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花垣县

就开始了对锰和铅锌矿浅层次的开采

与加工；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 作为全

国 “国矿民采” 的先进县， 召开过全

国性的典型推介会。

事物一旦越过某个度， 便会转向

对立面。 锰矿的大量冶炼， 造成了严

重的污染。

2005

年

8

月， 经中央主要

领导批示后， “环保风暴” 席卷了包

括花垣县在内的 “锰三角 ” 地区 。

2009

年

4

月

16

日， 国家环境保护部在

部长周生贤主持下 ， 召集湖南 、 贵

州、 重庆

3

省 （市） 负责同志及环保

部门专家， 在花垣召开会议， 充分肯

定 “锰三角” 治污成效。

乱开乱采与安全隐患， 是锰矿和

铅锌矿开采的又一严重问题。 团结镇

的李梅矿区， 矿洞一个挨着一个， 洞

外则是堆积如山的废弃岩石。 在矿山

开采的 “辉煌” 时期， 来这里挖矿的

打工者高达

10

万人。

花垣县乱象丛生的矿业经济， 急

需整治与整合， 方能在真正意义上保

住这一已取得不小成就的矿产业， 并

让其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做大 、 做

强、 做精， 推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用整治推动整合

一个时期以来 ， 花垣矿山的乱

象———无证照开采、乱挖滥采、越界盗

采、以探代采，十分严重，几乎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仅在民乐、猫儿等

7

个

乡镇， 其锰矿洞的数量便达

163

个，而

铅锌洞的数量更是达到了

1064

个。

花垣县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对

矿山进行彻底的整治， 其肇始事件是

去年的 “

7

·

20

” 矿难。

“

7

·

20

” 矿难发生的根本诱因，

是一家位于猫儿乡境内的锰矿企业，

盗挖另一家相邻的暂时停产的锰矿，

被盗锰矿大量的积水 ， 瞬间冲入 ，

13

名矿工被困井下。 经过

12

昼夜

280

个小时的艰难救援， 只有

3

人成功获

救。 （下转

10

版

①

）

沈研

意大利当地时间

6

月

23

日到

25

日， 率团在欧洲招商引资的省委副

书记、 省长徐守盛在意大利出席湖

南招商推介活动并接连会晤菲亚

特、

CIFA

公司高层。 徐守盛强调 ，

湖南企业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积

极开拓新兴市场， 融会中西方文化

精髓， 在实施 “走出去” 过程中与

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的真诚交流将

产生璀璨的合作成果”

6

月

23

日 ， 意大利都灵市灵科

特会议中心云集近百位当地企业

家， “湖南省与意大利经贸合作暨

项目推介会” 在这里举行。

上午

9

时

30

分 ， 徐守盛一行刚

来到会议中心， 等候在这里的企业

家代表们就热情地围上来， 徐守盛

与大家亲切交流。

交流中， 湖南 “四化两型” 建

设的丰硕成果、 汽车工业的加速发

展， 意大利在湘投资项目的加快推

进 ，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

2010

年， 湖南对意大利进出口总额达

2.6

亿美元， 增长

37.25%

。 意大利在湖

南投资项目

32

个， 实际到位资金

4.4

亿美元。

徐守盛说， 意大利曾诞生多位

世界级文艺巨匠， 是充满智慧的地

方。 湖南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 我们相信， 中西方文化和

智慧的交融以及我们双方的真诚交

流 ， 必将产生更加璀璨的合作成

果。

推介会上， 徐守盛说， 湖南充

满活力、 富有魅力。 意大利是湖南

重要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 双方立

足良好合作基础， 不断加强经贸文

化交流， 取得积极成效。 未来

５

年，

湖南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加快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 加快

建设 “四个湖南 ”。 希望双方进一

步推动产业对接 、 加强旅游合作 、

促进企业交流。 （下转

10

版

②

）

创新 合作 共赢

———徐守盛省长在意大利招商引资

� � � �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唐敏）

23

日上午，“十二五”国

家首批科技支撑计划———“武陵山区

特色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项目，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正式启动。科技部、省科技厅和项

目承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及

6

家企业，

共同参加启动仪式，并进行了第一次

工作会商。

据了解，武陵山区植物资源特别

丰富 ，有 “中华基因库 ”之称 ，其中仅

药用植物资源就占全国药用植物总

数的

22%

。 这一项目选择猕猴桃 、虎

杖、百合、五倍子、杜仲、葛根这

6

种产

业基础良好的特色植物资源，进行功

能成分绿色高效提制、高附加值的终

端产品开发。项目在

3

年完成后，将形

成

5

亿元的产业规模， 并形成一亿元

的产业效益。此举将推动武陵山区逐

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功能成分利用

的高新技术原创中心、产业化中心和

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提高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并加快武陵山区新型工业

化进程。

启动仪式上，项目首席专家、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肖文军介绍了项目课

题情况，项目承担单位向课题组递交

了责任承诺书。

“锰都”涅

———花垣矿山

整治整合纪实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利用”项目启动

� � � � 6

月

26

日晚， “童心向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青少年主题晚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 图为晚会上精彩的

文艺节目表演。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贺佳 ）

今天晚上，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强在长沙会见了日本日中

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一行。

周强对白西绅一郎长期以来致

力于推动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表示

钦佩。 他说， 湖南与日本交往的历

史源远流长 ， 近年来 ， 双方在经

贸、 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 湖南近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 为加强与日本的进一步交

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希望日中

协会进一步发挥作用， 推动湖南与

日本在教育、 科技、 医疗以及养老

事业等方面的合作。 周强最后祝愿

日本地震灾区人民战胜灾难， 早日

重建家园。

白西绅一郎感谢湖南对日本地

震灾区人民提供的支持。 他说， 湖

南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好地方， 近年

来保持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人瞩目 ，

日中协会将继续为发展日中友好关

系、 推动日本与湖南的深化交流合

作作出贡献。

周强会见白西绅一郎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明海 罗佳成 聂小丰

提起隆回县桃洪镇党委书记何

本君，当地老百姓就会伸出大拇指。

多年来，他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心里

装着群众，一心一意办实事，受到广

泛赞誉。

2009

年，为了加快发展桃洪镇经

济， 何本君想到大面积种植金银花。

他采用先在大棚里育苗、再将苗移出

大棚自然生长的办法，经过多次实验

育苗，金银花在当地大面积种植试种

取得成功。去年，桃洪镇与省林科院

合作建成

2

个金银花无毒苗圃， 年内

可提供种苗

600

万株。

■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一心一意办实事

———记隆回县桃洪镇党委书记何本君

“十二五”国家首批科技支撑计划

木

般

� � � �

本报

6

月

26

日讯 （段云行 奉石

云） 近日， 新化奉家镇双林村奉光

球家里一片热闹， 农民朋友争相传

看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奉光球的

专利证书。

奉光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

农民， 以前以打灶为手艺。 通过

13

年潜心钻研， 在

1500

多次实验的基

础上， 完成了多用热风炉的设计制

造和专利申请。 多用热风炉主要用

于烘干食品、 药品和冬季取暖。 奉

光球发明的热风炉有

4

大技术突破：

一是对燃料要求低， 只要含碳的有

机物都能燃烧 ； 二是热转换效率

高； 三是使用安全方便； 四是造价

低廉， 一般农户都买得起。

农民喜获

国家发明专利

（下转

10

版

③

）

� � � � 大河西先导区23个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 吸金逾150亿元

资本巨鳄

聚集长沙新城

———对话著名

作家唐浩明、 王跃

文、 汤素兰、 欧阳

友权、 冯明德

文学有用吗

详见

10

版

醉人的绿

———“工业株洲”彰显生态宜居之美

坚定不移

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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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土潇湘

●

红色追寻

我在美国当“部长”

读者节引来

“红书法”热潮

———聚焦文萃报中老年书法大赛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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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海景房”暴利驱动

海岸线成“房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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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