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④） 该乡的情况引起了县
里的重视 ， 决定为238户村民实施
“金太阳”示范工程。

“按现行电价1.6元每度计算，煮
饭 、看电视 、照明 、洗衣机等都需要
用电，一个月算下来需要50多度电，
总费用需要花费80多元， 现在有了
金太阳 ，照明 、看电视不用花钱了 ，
每月能节省用电20多度， 电费也减

半了。 ”村民谢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
“经济账”。

“金太阳 ”示范工程在该乡 “落
地”后，不仅让该乡偏远山区的无电
户用上了电， 还让为电发愁的村民
用上“放心电”、“廉价电”。 梁晋芳
说，通过初步估算，“金太阳”示范工
程的实施， 将为该乡村民每年节省
电费12万余元。

� � � � （上接1版③）
对此义举，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

长当场奖励了周建国。
谢拥军指挥记者抱好小天鹅。 他开

始给它体检，注射消炎药，喂食……
19时30分， 大家虽然忍饥挨饿，但

兴高采烈带上小天鹅踏上了归途。

编后：志愿救鸟，且喜且忧。 喜者，
困难时渔民求助岳阳江豚保护协会，勇
救“国宝”，折射寻常百姓文明素养，可
钦可佩；忧者，政府有关部门缘何总是

缺位？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拒绝空
喊口号、言行不一。 有关部门须尽快建
立对野生动物的救助机制，和对普通百
姓勇于担当、乐于救护野生动物，特别
是救护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爱心善
举的奖励制度。

� � � � （上接1版①）
第二天， 吉首市召开了城市品牌战略

新闻发布会。市长李卫国诠释道：“吉首市，
生态因谷而生，文化因谷而孕，城市依谷而
建，特色因谷而现，于是，‘谷韵吉首’最为
科学和精准；而吉首是州府所在地，是进入
湘西自治州其他7个县的桥头堡，‘带您走
进神秘湘西’成为内涵的延展。”

打造“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这一城市
品牌的客观条件，也正日渐成熟。

从交通条件看，常德至吉首、吉首至茶
峒、吉首至怀化、张家界至花垣、吉首至湖
北恩施5条高速公路汇聚吉首，使吉首成为
全国18个“高速公路枢纽城市”之一。

从自然资源看， 德夯大峡谷是知名度很
高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峡谷中的峒河
又是国家湿地公园；峡谷之巅的“矮寨特大悬
索桥”，举世瞩目，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资
源“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很强的吸附效应。

从文化资源看， 德夯大峡谷里苗族文
化灿烂多彩；堪称“湘西文化窗口”的乾州
古城里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和“湘
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又将湘西土家族苗
族的优秀文化和文化成果“集结”在一起，
并与张家界和凤凰形成差异性的互补。

打造品牌：大手笔的策划
春天的阳光，温暖而柔和。1月31日，来自

陕西、 河南、 湖北3省的300名旅行社的经理
们，站在矮寨特大桥茶峒岸的桥头，被深深地
震撼了———太阳照在横亘于峡谷之巅的大
桥上，闪闪发光，仿佛一弯倒立的彩虹，壮观
极了；大桥下的德夯大峡谷里，雾起雾落、云
蒸霞蔚，而重叠在一起的209和319国道，蜿蜒
曲折在大桥正下方的山坡上，美丽极了。

吉首大学教授、张家界《魅力湘西》总策
划张建永说：“这就是梦中彩虹、心中故乡。”

德夯大峡谷，面积108平方公里，长约50
公里，宽约1.5公里至3.5公里不等。大峡谷中
高达190米以上的瀑布有20多个。 落差最高
的流沙瀑布，216米，是全国瀑布高度之最。

德夯大峡谷，是自然奇迹；而矮寨特大
悬索桥，则是工程奇迹，且桥面上过车，桥
面下走人，更是绝无仅有。将工程奇迹，打
造成文化产业的奇迹， 是吉首城市品牌战
略的关键所在。

正在为德夯大峡谷和矮寨特大悬索桥
做旅游项目策划的张建永认为， 要实现这
一目标， 可将德夯大峡谷与美国的科罗拉
多大峡谷和英国的苏格兰高地进行品牌对
接，让其成为湖南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

塑造品牌：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城市品牌的打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从细节处塑造。
2011年7月29日， 吉首市在媒体上公

告，面向社会征集市树、市花、市鸟、市徽、
市歌、城市吉祥物。一时之间，这成为市民
们街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 全国各地亦有
2000多名热心人士积极参与。

8月6日至8日，“２０１１年首届中国德夯
国际山地户外旅游节” 如期举行， 国内外
100多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8０００多名 “驴
友”和200多名滑翔爱好者参加，媒体的目
光向这里聚焦，多家网站现场视频直播。

“旅游‘策划大师’叶文智，正在筹备今
年5月将在矮寨特大悬索桥上进行的国际
滑翔挑战赛， 届时将有35个国家的运动员
参赛， 并将成为每年一次的常设性赛事。”
德夯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 吉首市旅游
局局长田赤说话时信心倍增。

经吉首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审议，丹
桂、兰花、白鹭，分别被确定为市树、市花和
市鸟。市徽图案也获通过，市徽将德夯大峡
谷 、丹桂 、白鹭 、兰花 、银饰项圈 、苗鼓 、明
月、织锦勾纹，以及吉首“吉”字等众多代表
性的元素，巧妙融为一体，构成一个意义丰
富、意境深远的精美图案。

2011年11月18日，吉首市吉祥、吉韵、
三维、海圳四家出租车公司，全部完成新车
的更换。新更换的绿色出租车上，全部涂上
了城市标志，车身的两边，则分别涂上了土
家族织锦和苗族花带的图案， 构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

湘西的魅力，从吉首开始；谷韵山城，
正在揭开她那神秘而美丽的盖头。

（紧接1版②） 由于家庭贫困， 他也一
直没有上学。 地震发生后 ， 西然多杰
成为志愿者们的帮扶对象 ， 并得到了
湖南工学院安全与环境工程系安本
0803班好心学生的集体帮助 。 如今 ，

小多杰已经在玉树州玉树县第三完全
小学读二年级。 “上学真好 ， 我以后
要好好努力， 希望有机会到湖南来读
大学 。” 说起未来 ， 懂事的小多杰显
得有点腼腆， “最大的心愿是挣钱给

妈妈和弟弟看好病。”
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 这些来自

雪域高原的孩子们在长沙还将与爱心
单位、家庭和个人交流联欢，并游览省
博物馆、橘子洲头、黄兴路步行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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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赏招工
更要重情聚人

� � � �以情感人，用情聚人，更接近人性化、可持
续的核心与本义

司马童

“开工当天按时返岗
除了报销车费外还给予
500元补助，另外还有开门
利是 ”；“老员工介绍新员
工进厂， 每介绍一人奖励
200元至300元”。在东莞厚
街人力资源市场和智通人
才市场2月1日举行的首场
招聘会上， 这些激励及奖
励措施被企业写在招聘海
报的明显位置 。 （2月 2日
《羊城晚报》）

重赏招工可能确实有
立竿见影之效，企业虽然支
出了一笔不菲的“辛苦钱”
和“犒劳费”，却通过“老乡
带老乡”的便捷通道，往往
能够顺利化解招工不足的
矛盾和难题。但笔者以为，
这样的用工之道，终究显得
有些 “头痛医头， 脚痛医
脚”。即使能解一时之忧，似
乎很难“长治久安”。若想形
成一种长效稳当的可靠机
制，或许更该去谋划和实施
重情聚人。

笔 者 所 在 的 浙 江 宁

波，就有一个最新的例子。
宁波市北仑申洲针织有限
公司在今年春节前组织
300余辆大巴组成“返乡包
车团”，免费将1.5万名员工
直接送回家里。1月30日是
公司节后开工日， 众多老
员工不但按时归队， 还给
“娘家”带来了1500余名新
员工。 宁波这家民营企业
收获喜人回报的主要原因
在于， 其春节 “返乡包车
团 ”制度 ，不是始于今年 ，
往年就已实实在在做了起
来。可以说，正是这种以情
留人、 重情聚人的用工理
念，才会一传十、十传百地
渐树口碑， 得以在新的一
年产生更佳的良性循环。

毫无疑问， 比起重赏
招工的物质激励， 重情聚
人，看重的是真情暖心，注
重的是和谐共荣。 我们当
然不能说一些企业甘出额
外补助、愿付招工奖励，没
有多少可取之处。而是讲，
以“情”感人，用“情”聚人，
更接近人性化、 可持续的
核心与本义。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金良 张小平

日夜奔跑在长株潭三市的车辆中，有
1500多辆是节油模范。它们就是承担国家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重任的主力
军。在日前由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组织的
督导检查中，长株潭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示范推广成绩骄人。 截至目前，运营的混
合动力公交车在全国25个示范城市中排
名第一；运营总里程接近1亿公里，示范运
营线路77条，出勤率达到98%；车辆节油
率接近30%，总节油量达到480万升，累计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358吨。

这些响当当的成绩，只是湖南省电动
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过去3年干的
一件大事。 2008年底，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
大学组成联盟， 成为我省首批成立的4家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之一。 联盟承担
的 “全电驱动电动客车及关键零部件研
发” 项目， 已完成了两款全电驱动 （串
联） 电动客车和两款纯电动动力客车开
发， 完成了一体化电机驱动系统、 电动
空调、 高效动力电池系统研制， 形成了
年产1000辆电动客车的批量制造能力和
动力电池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试验检测、
维护及大批量生产制造能力。 “十二五”
期间要干的大事则更多。 联盟将借鉴长
株潭经验， 将电动公交车市场拓展到昆
明和海口， 并实现电动汽车关键核心技
术和共性基础技术的突破。

推进产学研结合创新，去掉科技经济
“两张皮”， 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老话
题。如何从单个项目、短期、内部合作为主
转变到系统、长期、内外部合作为主，创新
组织形式尤为重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创新组织形式，有利
于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围绕产业技
术创新链实现战略层面的结合，形成优势
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结合
利益共同体。 近年来，省科技厅积极探索
创新合作模式，开展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建设试点。 到目前为止，全省在新材
料、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现代

农业等领域已组建57个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其中，4个已进入国家级联盟试点
行列，18个列入省级联盟试点。 联盟成员
单位超过700家， 企业占2/3以上。 3年多
来，联盟在深化产学研结合、优化创新资
源配置、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正成为我省主导产业竞争格
局演变的生力军。

湖南省高性能交通用铝合金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承担的“轨道交通用铝合
金车体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项
目，通过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湖
南大学、中南大学等联合攻关，突破了合
金设计、熔体净化、大型复杂断面模具设
计等多项关键技术，实现断裂韧性、抗腐
蚀、抗疲劳等综合性能优异的铝合金材料
工业化生产。其生产的大型高端铝型材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可广泛应用于轨道车
辆、船舶、汽车等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湖南省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
担的“湖南传统优势茶类加工技术创新与
标准体系建设”项目，在全球首创了“茉莉
花风味物质的高效吸附与固定化新技
术”，彻底突破茉莉花茶传统熏制技术，使
茉莉鲜花精油的利用率达到70%，花茶加

工成本下降60%， 并构建了茉莉花茶、黄
茶 (君山银针 )机械化、标准化加工技术体
系。该项目整体提升了我省茶资源附加值
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湖南省大气污染控制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承担的“烟气净化共性关键技术
研发与示范工程”项目，在烟气脱硫脱硝
一体化技术 、SCR法中低温脱硝催化剂 、
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利用等三个方面开展
研究和开发，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如采
用类芬顿方法进行烟气脱硫脱硝实验室
实验 ， 同时取得90%以上的脱硫效率和
70%左右的平均脱硝效率，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这些技术的研发，为我省环保产业
抢占国内烟气净化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
基础，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
核心竞争力。

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干大事，这
是我省产学研结合创新专项确定的发展
思路。 省高新办表示，未来几年我省将继
续深入推进联盟试点工作，引导联盟以构
建产业技术创新链为目标和重点任务，加
强对产业链中共性关键技术及高端应用
技术的供给能力；引导联盟贯通科技成果
转化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实现高效发展。

科技服务到农家 省科技厅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1 2 3 9 6

� � � �产学研结合创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 如何从单个项目、 短期、 内部合作为主转变到
系统、 长期、 内外部合作为主， 创新组织形式尤为重要———

让创新联盟干大事

� � � � 2月3日， 驻怀化某部新兵连长王婷婷接过鲜花， 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
容。 她因新兵训练工作而推迟婚期。 新战士们特地给她送上一束鲜花， 表
达敬意。 柴均林 摄

� � �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
员 陈华 谢俊琪）记者今天从铁路部门
了解到，5日湖南铁路共发送旅客超30
万人次，连续10天突破30万大关 。从铁
路部门目前的车票预售情况看， 截至2
月5日15时止，2月9日前，湖南铁路大部
分火车站往北京方向车票紧张 ， 往广
州、上海方向还有余票。

长沙站宝鸡、济南、成都 、重庆 、南
宁、永州方向：2月6日至2月15日尚有余

票；北京、福州方向：2月10日至2月14日
尚有余票；上海方向：2月7日至2月14日
尚有余票；广州方向：2月6日至2月14日
尚有余票。

岳阳站广州方向 ：2月6日至2月16
日尚有余票； 西安方向：2月10日至2月
16日尚有余票；北京、南宁、沈阳、昆明
方向：2月6日至2月16日票已售完。

娄底站北京 、广州 、上海 、成都方
向：2月6日至2月16日尚有余票；杭州方

向：2月6日尚有余票。
邵阳站广州方向 ：2月9日至2月16

日尚有余票； 上海方向：2月11日至2月
16日尚有余票。

衡阳站上海方向：2月10日至2月16
日尚有余票； 北京方向：2月9日至2月16
日尚有余票；广州、郑州方向：2月6日至2
月16日尚有余票； 怀化方向：2月6日至2
月14日尚有余票；成都、重庆方向：2月6
日至2月8日、11日、13日、15日尚有余票。

� � � �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谭石平 ） 今天从广铁集团获悉 ，
为应对元宵节后的第二波返程客流高
峰， 武广高铁将于7日 （正月十六） 开
行列车增加到80对 ， 其中重联车组79
对 。 武广高铁长沙南站始发列车达到
28列。

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 铁路部门
将于7日起增加武广高铁运力， 7日、 8
日、 9日分别安排79、 75、 75对列车重
联运行 ， 届时武广高铁每天的运力将

达17万人 。 “虽然运
力增加 ， 但因南下旅
客较多 ， 还是建议旅
客提前购买车票 ， 确
保出行顺畅。” 广铁集
团客运处相关人士提
醒广大旅客。

� � � � “湖南日报专版有奖调
查”自2011年11月上旬开展
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大
力支持。通过信函书面投票
和通过 “湖南在线 ”网上投
票的读者覆盖社会各行各
业各个阶层，其中年龄最大
的88岁，最小的17岁。在此，
我们对大家的热情参与表
示衷心感谢！也希望广大读
者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湖南日报，我们共同把省
委机关报办得更好。

按照公正 、公平 、公开
和既有权威性，又具广泛性
的原则 ， 经评委会认真评
选，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
奖4名 ，三等奖6名 ，优秀奖
20名，兹将获奖名单公布如
下，我们不日将奖金寄与各
位获奖读者。

一等奖（1名）：马藜（湖
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
教授）

二等奖 （4名 ）：殷晓枫
（江苏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
限公司）

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
学院院长、教授）

李志辉（永兴县黄泥乡
政府）

聂廷芳（长沙市开福区
荷花池社区）

三等奖 （6名 ）： 吕锐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街道办
事处）

李苹（四川师大研究生院）
马富春（岳阳市楼区冷

水铺汨纺分厂副厅级离休
干部，88岁）

向敬之 （临 湘 市 源 潭
镇）

张锴（长沙市望城区农

村商业银行）
唐高旭（永州市零陵区委

宣传部）
优秀奖 （20名）： 尹定

（衡南县鸡笼镇团集村）
刘源西（衡阳市委宣传

部新闻办）
熊先志（长沙市芙蓉中

路一段442号15栋）
蒋燕翔 （永州市水利

局）
秦昌汉（湖北省十堰市

东汽二二厂小学）
袁建平（广州铁路集团

公司党委宣传部）
李耀武（湖南广播电视

台宣管部）
唐国清（东安县广电局）
张聪蓉（郴州市北湖区

政府）
鲁建文（浏阳市政协）
向晓玲 （泸溪县小章

乡）
王明义 （临澧县中医

院）
许 益（湖南省委讲师

团）
袁忠民（永州市零陵区

政府大院宿舍27栋）
谭毅挺（湖南日报退休

干部）
聂四保（岳阳市第九中

学）
侯茹鑫（衡东县第一中

学高390班，17岁）
何学朋（益阳市赫山区

岳家桥镇南桥村）
漆荣高（新宁县万塘乡

义兴桥村）
沈国雄（临湘市第五中

学）
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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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专版有奖调查”
获奖读者名单公告

新兵连长的幸幸幸福福福
■平安春运 快乐出行

2月9日前往北京方向车票紧张
往上海广州方向还有余票

迎战节后铁路客流高峰
武广高铁7日上线重联车组79对

相关链接：

什么是重联车组
重联车组主要针对高

铁动车组而言。 因单组动
车组一般只有8节车厢，
客运能力较小， 在客流高

峰期为增大运输能力， 铁
路部门将两组动车组首尾
连接起来， 共计16节车厢
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定员
一般由大约600人增加到
约1200人， 运力就可增加
一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5日

第 201202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67 1000 367000

组选三 285 320 91200
组选六 0 160 0

1 0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2月5日 第201201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089107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153653
2 19698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90
81287

1585484
8603903

50
2777
51691
274383

3000
200
10
5

1308 24 29 30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