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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首届中国海外投资经典案例”15日晚
揭晓，“中联重科联手弘毅资本等全盘
收购意大利CIFA”、“华菱集团收购澳大
利亚FMG公司17.34%股权”一同入选。

为了对中国企业过去的国际化拓
展进行总结提炼， 同时也为今后提供
借鉴，以海外投资年会为契机，中国经
济、产业专家，从过去数年来中国企业

林林总总的数百起收购案中， 评选出
了五宗对中国国家经济发展、 产业升
级进步最具指导和启发意义的案例。

中联重科是此次中国装备制造业
中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企业。 2008年，
中联重科联手弘毅资本等， 全盘拿下
当时全球混凝土设备领先企业———意
大利CIFA公司。 经过近3年整合，目前，
中联重科与CIFA已经成功获得全球经

济以及产业界的认可。 双方的协同及
融合，让CIFA在欧美同行中，率先走出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 今年 1至 10月 ，
CIFA公司业绩同比增长39%。

“华菱集团收购澳大利亚FMG公司
17%股权”也广受各方关注。 2009年2月，
华菱集团与澳大利亚FMG公司在香港签
署股权合作协议， 以2.38澳元/股的较低
均价收购FMG公司17.34%的股权， 成为

FMG第二大股东，并获得了1000万吨/年
的铁矿石资源。 这是中国钢铁行业唯一
收购国外上市公司股权的案例。 华菱由
此成为全球第4大矿业公司第二大股东。

此次入选 “中国海外投资五大经
典案例” 的还有：“中远太平洋获得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许经营权”、“联
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TCL
收购汤姆逊”。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陈旭）入冬以来，在沅陵
县素有“小桂林”之称的五强溪镇柳林
风光带，出现了一群野天鹅。 11月16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蔚蓝的河面上，洁
白的天鹅时而觅食、 时而追逐嬉戏，姿
态十分优美。 附近众多村民跑来观看。

野天鹅的出现， 是当地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果。 近年来，五强
溪镇以五强溪库区和当地其他生态资
源为依托 ，实施 “碧水 、青山 、蓝天 ”工
程 ，逐渐形成了 “山顶松竹戴帽 、山腰
花果镶嵌、山脚绿水缠绕”的立体生态
环境。 去年，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通过了国家评审。
另据了解， 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主
要以水生植物为食。 在我国，天鹅主要
在北部和西部繁殖， 在华中及东南沿
海过冬。 天鹅每年9月中旬南迁，次年
三四月从南方飞回北方。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
寒露 通讯员 程龙）本报15日报道了一只
无名巨鸟迫降西洞庭一事，该报道吸引了
不少读者特别是摄影爱好者和鸟类保护
者的关注。 今天，记者从常德市林业部门
获悉，据专家确认，该鸟属于国际濒危物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亚成鸟。
15日下午， 常德市林业局森林资源

保护站有关负责人来到西洞庭管理区，
详细了解该鸟的来历以及近两天的救护
情况。 经过确认，这是一只“青少年”白
鹳，又称东方白鹳。 属大型涉禽，有关数

据显示其在我国仅有2500到3000只。 东
方白鹳常在沼泽、湿地、塘边涉水觅食，
主要以小鱼、蛙、昆虫等为食。 这种鸟在
西洞庭湖地区十分少见。 目前，该鸟已被
送往常德市动物园接受专业救护， 林业
部门将待时机成熟时将其放飞。

通讯员 陈中伟
本报记者 李军

“这几个红薯是刚从自家地
里刨出来的， 请你一定要记得转
交给夏院长！”

11月14日上午， 湘阴县人民
法院的接待大厅里， 一个中年男
子在得知该院夏常凯院长去市里
开会后， 硬要将一小袋红薯塞到
该院的值班保安王师傅手中， 临
走时还不停地叮嘱。

这位中年男子， 是该县岭北
镇16年来不停到省、 市上访的农
民黎子钦 。 如今他非但不上访
了 ， 还将 “礼物 ” 送到法院来
了。

1992年5月的一天 ， 黎子钦
的邻居黄某某在整理菜土时， 不
顾黎的反对将杂草丢到黎承包的
鱼塘里， 双方因此发生扭打。 在
被邻居劝解开后， 黎子钦余怒未
消， 将黄某某的一双凉鞋和一把
锄头丢进鱼塘里。

后黎子钦经医院检查为右手
小指软组织挫伤并有骨刺。 经法
医鉴定其骨刺与该次外伤无关 ，
而黎子钦却坚称与黄某某扭打受
伤有关， 还为此诉至法院。

1992年12月， 湘阴县法院依
法判决由黎子钦赔偿黄某某医药
费12元， 凉鞋、 锄头折价款8元，
共计20元； 由黄某某赔偿黎子钦
医药费7元3角4分。

按理 ， 此案本该尘埃落定
了。 但黎子钦心里的结却一直解
不开， 他始终认为手指上的骨刺
与那次外伤有关 ， 法院判决不
公。

自1995年以来， 黎子钦先后
多次到湘阴县法院 、 岳阳市中
院、 省高院乃至省人大上访， 要
求再审改判。 经过审查， 三级法

院均认为该案 “认定事实清楚 ，
证据确凿 ， 适用法律准确 ”， 依
法驳回了黎子钦的再审申请， 并
依照相关规定给了他答复。 但黎
子钦依旧反复上访。

今年10月28日， 湘阴县法院
“院长接待日”， 黎子钦再次走进
了该院立案信访厅。

该院院长夏常凯接待黎子钦
后， 立即和立案庭负责信访工作
的同志一道耐心细致地对他进行
思想疏导。 然后， 夏常凯还从档
案室调取了当年的审判案卷， 认
真查阅每一个细节， 没有发现该
案的任何瑕疵。

“问 题 的 症 结 到 底 在 哪 里
呢 ？” 抱着这一疑问 ， 夏常凯和
黎子钦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
促膝谈心。

原来黎子钦因为没有一技之
长 ， 身体也不好 ， 生活十分困
难 ， 虽年近半百还是单身一个 。
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他由此而产生
偏激心理， 总认为自己穷而受到
了别人不公正的对待。

得知这些情况后， 夏常凯谆
谆告诫黎子钦， 生活困难值得同
情， 但同样要守法， 更要将宝贵
的时间用于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
条件， 而不要浪费在毫无意义的
上访中， 一席话说得黎子钦慢慢
低下了头。

针对黎子钦的特殊情况， 夏
常凯当即和民政部门联系， 反映
黎子钦的困难。 此后， 夏常凯又
多次跑到县民政局商量解决办
法 ， 最终为黎子钦争取到了低
保， 并解决部分困难补助。

11月8日 ， 当夏常凯将从县
民政局申请的2000元困难补助金
交到黎子钦手中时， 黎子钦感动
得热泪盈眶：“从今以后我再也不
上访了！”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林柯 ） 11月15日晚 ，
双色球第2011134期开奖， 红色球
号码为01、 02、 06、 07、 30、 31，
蓝色球号码为10。 我省彩民再拔
头筹， 喜中2注一等奖， 中奖福地
分 别 是 长 沙 新 建 西 路 160 号
43014035号投注站和长沙万家丽

路新世纪家园B1-103号43019831
号投注站， 各获奖金664万余元。

双色球自第2011123期启动2
亿元大派奖活动以来， 高金额大
奖接连爆出， 销量不断攀升， 奖
池累积情况也相当喜人， 目前奖
池达4.02亿元 。 截至目前 ， 我省
今年已收获38注双色球一等奖。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朱智
秦慧英 通讯员 徐龙）“啧啧， 现在
穿皮鞋都能犁田咯！ ”今天上午，在
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新柴方村，
我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舟”牌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在这里举行现场
演示会，来自省农机局、农机鉴定站
的专家和全省14个市州的农技推广
员共100余人，现场观看了现代农机
耕田新方法， 该村的李大爷对这一
“犁田不用牛，耕田、起垄、施肥一趟
搞定”的机器赞不绝口。

上午10时， 记者看到演示现场
左边一块两亩左右的水田中， 一辆
1.8米型号的旋耕机正从外围呈圈
状向中间作业， 由于前端设置旋耕
刀片，而底部为履带装置，触地面积
较宽，机器驶过的地方，泥烂浆足、
非常平整，不到20分钟，整块田已耕
作完毕，“可直接插秧”。而右边两块
旱地上， 一辆同型号的机器正在进
行耕种作业， 耕种后的土块细碎而
均匀； 另一辆较小型号的旋耕机则
进行着开沟、起垄等操作。中天农机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术平向现场人员
介绍，旋耕机操作简单、安全、高效，
1小时能耕作近10亩。

省农机局局长谢国华边看边
点头。 他向记者介绍，南方水稻耕
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 “耕 ”，目前
国内市场所使用的轮式旋耕机 ，
每耕作一次， 耕作泥层就加深一
次，土壤结构破坏严重。 而这款旋
耕机， 创造性地采用履带自走式
作业， 使之在水田行走时不会陷
入到硬泥层， 从而保护了农田土
壤生态。 此外，其“一机多能、一机
多用” 的特点也满足了农民的多
样化需求， 非常适用于南方水田
耕作，有望成为“江南第一犁”。

“中国海外投资五大经典案例”湘企占二
中联、华菱上榜

1小时耕10亩
“江南第一犁”

亮相益阳
沅陵惊现野天鹅群

无名巨鸟被确认是东方白鹳
该鸟属于国际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入冬以来， 在沅陵县素有 “小桂林” 之称的五强溪镇柳林风光带， 出现了一群野天鹅。 李青松 陈旭 摄

老上访户送来“红薯礼物”

长沙彩民获2注双色球一等奖
单注奖金664万元

■《无名巨鸟迫降西洞庭》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