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回放：
截至2011年9月底，我省境内外上

市公司达84家， 累计从境内外市场融
资近1500亿元； 已有13家企业境外成
功上市，其中香港7家、加拿大1家、新
加坡3家、美国1家，德国1家，累计融资
265亿元。

行家点评：张志军（省政府金融办主
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科学发展
需要国际视野， 尤其要善于借力国际
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企业境外上市不仅能拓宽融资渠道，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还可以促进企业
按照国际市场规则进行经营， 推动企
业锐意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抢占国
际市场。 善用国际资本市场服务新型
工业化， 是我省资本市场发展的工作
重点之一，也是我省推进“四化两型”
建设，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的重要
举措。

延伸阅读：
我省利用境外资本市场， 积极推

动新型工业化。近年来，我省企业境外
上市工作来势较好。

2006年3月31日，湖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 这是我
省第一家H股；同年12月，株洲时代电
气在香港主板上市。

2007年， 岳阳中天科技在新加坡
成功上市， 成为我省第一家在东南亚
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

2008年， 湖南同心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成为
我省第一家在北美资本市场上市的公
司。

2009年， 我省资本市场融资再次
创下新高，实现融资241.58亿元，境外
上市也创下新高，共有4家湖南企业在
境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 其中澳优乳
业、三一国际在香港上市，长江化肥在
新加坡上市，华盛烟花在加拿大上市。

2010年12月， 中联重科登陆香港

联交所挂牌交易， 募集资金150亿港
元。中联重科因这一跨越，不仅成为我
省第一家“A+H”公司，同时也刷新了
全球工程机械企业的首发上市融资规
模。

2011年， 我省博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德国成功上市， 这是我省第一
家在欧洲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同年，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215.84亿美
元的市值， 成为中国机械行业唯一进
入世界500强的企业；8月，该公司又获
批增发30亿美元H股， 再次改写全球
工程机械行业最大公开融资记录。

据统计，近5年我省累计举办了14次
与境内外交易所对接的会议。 通过举办
上市融资洽谈会、研讨会等方式，邀请境
内外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 投资机构
来湘考察访问， 搭建与我省企业对接的
平台， 鼓励企业多途径上市融资。 2010
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12家，首发上市融
资245.45亿元，上市企业家数和募集资金
数量均为历史最好水平。

事件回放：
株洲市是“中国电力机车摇篮”，也

是闻名世界的“中国轨道交通之都”。省
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株洲立足原有轨道
交通优势，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千亿产业
园区建设， 进一步形成了南车株机、南
车株洲所、联诚集团、南车电机、九方装
备、中铁轨道等73家规模以上轨道交通
企业的有机聚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轨
道交通产业集群，并正在向国际一流的
轨道交通之都迈进。

行家点评：罗伟（株洲市石峰区区
委书记）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是湖南省
“四千工程” 的重点千亿目标产业集
群， 也是株洲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被列为株洲市致力打造的五
大千亿产业集群之首。 目前， 株洲正
全力以赴加快石峰区田心高科园轨

道交通产业集群建设进程， 建成国际
一流的轨道科技之都、 全国示范的低
碳活力新城，使之成为“推动世界轨道
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随着轨道交通产业的大幅扩张，
还将使石峰区有更大决心和底气淘
汰落后产能、关停污染企业，改变清水
塘片区的传统工业结构， 使石峰区实
现由重化工业区向具有国际水准的
先进制造业新城区转变， 实现产业结
构大调整。 株洲市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 据保
守估算， 田心高科园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5年内可以过千亿，将成为株洲市产
业与资本最为密集的地区。

延伸阅读：
株洲拥有“株机”、“南车时代”、株

洲车辆厂等大型企业， 轨道交通零部
件、 配套件等覆盖电力机车与铁路车

辆所需的70%以上，形成了较完整的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链。 在南车株机公司
等骨干企业的带动下， 以株洲为核心
的湖南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基地得到
快速发展。 2010年，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产值达到370亿元。

南车时代、南车株机、中铁轨道等
专业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企业，
其品牌优势明显，形成了以电力机车、
城轨车辆、铁路货车、铁路道岔、车载
电气系统、 铁路工程机械等为重点的
多类别产品系列，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品比重由50%提高到70%， 交传货
运重载干线机车、城轨车辆、铁路货车
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40%、25%和
10%以上。 依托这些骨干企业，目前我
省已成为国内外最大的重载交传电力
机车、 城轨车辆及其配套系统的研发
和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邹靖方 整理）

■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十件大事” 候选之十

湖南企业发力国际资本市场

■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十件大事” 候选之十一

株洲加快发展中国最大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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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谭千秋 （1957-2008） 湖南
衡阳人，生前系东方汽轮机厂所
属的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任，
四川省特级教师。 1978年3月，以
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大学政治专
业学习，1982年1月毕业后，分配
到四川绵竹东方汽轮机厂工作，
入党以后，先后在该厂职工大学
和中学任教。 从教26年，谭千秋
不仅教学成绩卓越，被评为特级
教师，而且在中学教导主任岗位
上， 致力于教学改革和创新，为
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
烈地震，为了保护学生 ，牺牲在
讲台上。 他被追授“全国抗震救
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
雄 ”等荣誉称号 ，入选 “100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故事】

双臂护住4名学生
2008年5月12日， 一个黑色

的日子！
清晨，天空阴沉沉的。
下午2时多， 谭千秋在教室

上课 ，他正讲得起劲时 ，房子突
然剧烈地抖动起来。 地震！ 谭千
秋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即喊道：
“大家快跑， 什么也不要拿！ 快
……”

同学们迅速冲出教室，往操
场上跑。 房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了， 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
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

还有4名同学已没办法冲出
去了，谭千秋立即将他们拉到课
桌底下 ，自己弓着背 ，双手撑在
课桌上， 用自己的身体盖着4名
学生。 “轰轰轰”─块块砖连着水
泥板， 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
子塌陷了。

13日22时12分，谭千秋终于
被找到。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
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后脑被
楼板砸得深凹下去， 血肉模糊，
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
生都还活着……”第一个发现谭
老师的救援人员眼含热泪 。 他
说 ， 谭老师誓死护卫学生的形
象，是他这一生永远忘不掉的。

为了4个学生的生命， 谭千
秋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 他以师者的本色展示了人民
教师的职业操守，以自己的宝贵
生命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德灵
魂。 他那张开的双臂，是一双恪
尽职守、充满无私大爱的双臂。

他的质朴 、他的纯真 、他的
憨厚 ， 还有他那特有的感恩情
怀，让人们丝毫不惊诧他在危难
来临那一刻的勇敢抉择。 他的一
生是平凡的一生。

正是这样的平凡，才真正体
现了他一生不为名、 不为利、不
苟且、不阿谀的傲骨和正气。 也
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在危难之际
显现出英雄本色。 他在灾难来袭
时张开双臂护卫学生那一瞬间
的造型，塑造了一座人们心中永
不倒塌的丰碑！

本报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史宣 整理

湖 南 日 报 社
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湖南党史人物故事

用生命诠释师德的谭千秋

谭千秋 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员 陈志军
陈诺 伍少林 记者 刘文韬 ） 今冬征
兵体检、 政审工作即将铺开。 今天下
午， 全省100多名征兵体检、 政审骨干
在长沙接受业务培训。

今冬征兵体检、 政审工作， 相比
往年有所提前， 共分4个步骤实施： 10
月底前为准备阶段， 主要是按级组织
体检、 政审和心理检测人员进行业务
培训， 抓好体检站设置、 体检器材购
置和按时接收体检药剂， 组织应征青
年报名 、 目测 、 初审 、 初检等工作 。
11月1日至25日为实施阶段， 其中， 11
月10日前， 按照一县一站的要求， 对
送检对象进行体格检查； 11月10日至
25日 ， 对体检合格人员组织政治审
查。 11月26日至12月9日为复查复审阶
段， 主要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政审走

访， 按要求组织参检人员复查， 协调
有关部门择优定兵。 2012年1月至3月
为总结收尾阶段， 主要搞好体检政审
总结 ， 整理相关资料 ， 跟踪新兵质
量。

据了解 ，今年在身高 、体重 、文身
瘢痕 、耳眼 、大学生政审等方面 ，出台
了一些新的政策标准。 其中，应征女青
年身高条件由原来的162厘米放宽至
160厘米以上。 男性体重上限不超过标
准体重的25%，下限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面部、颈部文身或瘢痕直径超过2
厘米， 着短装身体其他裸露部位直径

超过3厘米，或虽经手术处理仍有明显
文身或瘢痕 ，影响军容的 ，不合格 ；其
他部位文身或瘢痕 （因颅脑 、胸 、腹部
等手术造成的瘢痕除外） 不影响正常
功能和形象的，合格。 男青年扎耳眼无
明显疤痕、 无可视穿孔， 不影响军容
的，合格。 同时，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含翌年毕业生）的政治审查
工作，以现实表现为主，由学校所在地
的县 （市 、区 ）公安部门负责 ， 学校分
管部门具体承办， 不另行对其入学前
和就读返乡期间的现实表现情况进行
调查。

省征兵办对此指出， 部分体检项
目标准放宽和政审程序简化， 并不等
于降低标准条件。 必须坚持 “三个不
放过 ”： 对传染性疾病不放过 ， 对精
神类疾病不放过， 对难以治愈的慢性
病和器质性病变不放过； 做到 “两个
慎重 ”： 由兵役机关 、 卫生部门和体
检专家共同议定 ， 慎重作出体检结
论， 慎重作出处理意见。

征兵体检政审工作即将铺开
身高、体重、文身瘢痕、耳眼、政审等有新的政策标准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唐婷 田甜） 过去5年多来， 全省共募
集生育关怀资金2亿余元， 扶助200多
万困难计生家庭。 今后， 我省将进一
步健全 “生育关怀” 行动的经费多渠
道筹集机制， 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一
定比例资金建立专项资金， 惠及更多
计生家庭。 这是记者从今天开幕的省
计划生育协会第七次全省会员代表大

会上获悉的。
我省自2006年在耒阳市开展 “生

育关怀” 行动试点， 2007年在全省开
展此项活动 ， 5年多来 ， 省计生协会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推动出台和完善
计生优惠政策 ， 指导近6万个基层组
织围绕生产、 生活、 生育等各方面开
展帮扶活动 ， 动员600万会员及社会
力量帮扶计生困难家庭 ， 共募集2亿

余 元 ， 搭 建 完 善 了 “亲 情 牵 手 ” 、
“幸福工程”、 “计生系列保险”、 “青
春健康教育 ” 等 “生育关怀 ” 平台 ，
为1200多万人次办理计划生育系列保
险。

2010年， 省计生协会推广了常德
市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10%用于生育
关怀行动的做法， 目前已有12个市州
发文明确， 从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

中提取一定比例 （5%至15%） 资金 ，
建立生育关怀行动专项资金 。 据悉 ，
未来5年， 我省将继续推广这种做法，
逐步建立政府预算支持、 社会定期募
集、 社会抚养费按比例提取等多渠道
生育关怀行动专项经费筹集机制， 适
时出台 《湖南省生育关怀行动专项经
费管理使用指导意见 》， 进一步指导
各地管好用好专项资金。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22名贫困聋儿成功实施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并全部开口说话了！ ”10月
12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残联聋儿
语训康复中心负责人向季平高兴地对
记者介绍。这是我省开展“启聪扶贫”计
划，救助贫困聋儿的成果之一。

我省 “十一五 ”期间启动 “启聪扶
贫”计划，共计完成国家和省人工耳蜗
植入援助聋儿282例。在自治州、郴州等
民族地区完成国家和省人工耳蜗植入
援助聋儿91例。 在经费筹措上，2010年
在散居少数民族地区郴州开展了经费
统筹试点， 试行了省财政补助一点、地
方配套一点、新农合报一点、慈善募捐
一点、个人出一点的统筹方案。通过“十
一五”期间的工作，我省已成为全国率
先将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康复纳

入省级五年计划并安排专项经费、率先
为全国人工耳蜗植入申请关税减免、率
先推动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救治纳入“十
二五”儿童重大疾病救治计划并建立防
控体系的省份，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作用。

省人工耳蜗植入中心主任、省“启
聪扶贫”计划专家组组长谢鼎华教授介
绍，“十二五”期间，将继续推动我省贫
困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救助计划，建立聋
儿救助体系、聋病防控体系、言语康复
体系。 将全面开展聋儿遗传流行病学调
查、基因筛查诊断，建立我省0至6岁聋儿
基因诊断数据库，同时在全省建立健全
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机构和信息处理
平台。 争取用5至10年时间，基本完成我
省0至6岁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救治计划。

“生育关怀”惠及200多万家庭
我省将健全多渠道筹资机制 按比例提取社会抚养费建专项资金

■民族团结进步行动

近300名聋儿重回有声世界
将建立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救助体系

10 月 12
日，为期10天
的南方8省市
品 牌 服 装 暨
东 北 特 产 博
览 会 在 长 沙
贺 龙 体 育 中
心 举 行 ，400
多 个 展 位 的
数 百 个 品 牌
服 饰 和 地 方
特产，吸引了
众多市民。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