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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德政园小区72岁的刘永华大爷
每次购气时习惯多买一点， 他说， 2008年
冰灾的时候， 家里液化气用完了， 买都没
地方买， 只好买藕煤挺过了那几天， “我
可不想再遭那份罪！”

刘大爷的这种担心从今年冬天起将成
为历史， 6月25日上午， 随着储气能力达
到1200万立方米、 省会城市中最具规模的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在星沙启用， 长沙
的供气保障能力大大增强： 即便上游完全
中断对长沙的天然气供应， 长沙仍可保障
居民8至10天的正常用气。

夏天储气冬天用

在星沙开元东路与东七路的交汇处东
北角上， 一只巨型的 “白色铁桶” 当天撩
开了神秘面纱。 这就是液化天然气应急调
峰站的储备气罐， 1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就储存在这一 “巨无霸” 中， 用来平衡天
然气使用的峰谷。

“所谓的气荒并不是资源性气荒， 而
是技术性气荒。” 长沙新奥燃气总经理高
继华介绍 ， 长沙拥有近 80万居民用户 、
2000多家工商用户， 由于气候原因， 长沙
天然气使用的 “峰谷” 特别明显， 冬季日
最高用气量达290万立方米 ， 供不应求 ；
而到了夏季， 日用气量维持在120万立方
米， 有富余。 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印象：
一到冬季， 由于用气量增长过快， 导致天
然气供应缺口 ， 不少宾馆饭店被迫 “限
气”， “据我们统计， 长沙冬季的最大供
应气量是夏季的3倍”。

如何调节两者的差距， 让用气淡季的
气源指标能补充旺季使用？ 天然气储备站
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这种供需矛盾。 事实
上， 长沙河西的储气站已投入使用， 其储
气容量为20万立方米。 从2010年7月开始，
新奥燃气投入2.6亿元建设星沙储备站 ，
分天然气液化、 气化、 储备气罐等装置，
储气能力达到1200万立方米， 这个 “巨无
霸” 是前者的60倍， “这样的储气站点，
也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建成过”。

夏天液化冬天气化

在竣工仪式上， 技术人员向记者解释
了储气站的工作原理： 在夏季天然气供大
于求的情况下， 每天采用深冷工艺， 将气
体状态的管道天然气进行脱汞、 脱酸、 脱
水、 脱苯等工艺后进行液化， 每天的液化
能力为20万立方米， 完全储存在储备气罐
中； 到了冬季， 一旦上游的气源不足， 液
化天然气将通过LNG潜液泵加压 ， 每天
气化能力为240万立方米， 转化后的气化
天然气将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供气管网
中。

高继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由于管网
运输能力有限， 冬季来临全国都可能出现
用气高峰 ， 湖南本身就是缺煤少电的区
域， 能源替代性不够， 可能面临 “限气”
的尴尬。 对此， 长沙也曾动用过大型槽罐
车， 到新疆等地拖运天然气， 路途长、 容
量小、 费用大， 即便如此， 长沙的应急供
气也只有两三天 ， 而星沙储气站 “巨无
霸” 建成后， 将多余的气体提前储备， 长

沙市的应急供气能力将提升数倍以上。
“此外， 在株洲、 湘潭气源故障或紧

缺情况下， 可通过已联通的燃气管网， 将
储存的天然气输送到株洲、 湘潭， 还可利
用LNG运输车将储存的天然气输送到周
边地区， 为长株潭乃至整个湖南区域的气
源保障工作提供便利。” 高继华自豪地说。

接近 “巨无霸” 要关手机

25日下午， 记者实地探访了储气站，
当接近核心区域时， 警戒人员即要求记者
关闭手机、 存放打火机。 厂区的四周， 都
安装带有红外线设备的监视仪 。 记者发
现 ， 这个巨无霸 “大桶子 ” 的直径有35
米， 其内部有长达1米的隔离层， 用来隔
热、 隔离外界的撞击等。

“我们对厂区实现了全监控， 由中央
控制室24小时监控， 防止外人闯入。” 工
作人员表示， 为确保安全， 气站做足了安
全准备 ， 其中在储备气罐上方就安装有
150只消防喷头； 按照标准， 空地四周100
米不能有民居， 实际建设时， 间隔达到了
300米以上。

工作人员介绍 ， 储气站实行自动控
制， 比如对于液位高度的测量， 采取雷达
测量， 压力超过正常值， 气体将通过释放
进入供气管网， 设置有多重安全阀门、 呼
吸阀， 一旦厂区发生紧急事件， 都将自动
切断， 以确保安全， “更重要的是， 这些
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 打破了国外的
垄断”。 记者还发现， 为了防止火灾， 厂
区还修建有消防蓄水池。

即使上游来气完全中断，仍可保障长沙居民8至10天正常用气

储气“巨无霸”现身星城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潘雄敏

长沙新奥燃气星沙储配站竣工投产仪式。

长沙新
奥燃气星沙
储配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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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沙新奥燃气提供的数据 ，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 （冬季到次
年春节 ） 期间 ， 长沙的需求气量达到
了3.3亿立方米 ， 而2011年长沙天然
气全年的用气量为5亿立方米， 这组数
据意味着 ， 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冬季时
段 。 据预计 ， 今年长沙供气的规模将

达6亿立方米。 长沙市燃气热力部门和
长沙新奥燃气目前正在通过各种途径
“争气 ”， 但高峰期天然气供应仍可能
出现缺口 。 新奥燃气负责人表示 ， 经
过前期的试运行 ， 目前储备气罐中已
经储备了十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 ， 各
类设备运行正常。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刘勇
周盖雄 陈凌云 罗庆群）今天下午，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省破获的最大贩卖、运输毒品案，在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涉案的15名被告中，
玉应、岩光坎、刘志鸿、谭贤忠等4人被判处死刑，
3人被判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4人被判无期徒
刑，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7至15年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1月下
旬，谭贤忠（邵阳县人）、王拥军（另案处理）等人
先后3次到云南省景洪市，从被告人岩光坎（云
南省勐海县人）处，共购买64.8万粒、重约60.4公
斤的麻古，并运回邵阳市销售牟利。2010年12月
底至2011年3月，谭贤忠、刘志鸿（新邵县人 ）以

占股共同贩毒或高额报酬为条件， 分别召集谭
爱军、银彪、叶洪晓和刘雄军、吴鹏举、付作平、
刘美均等人， 先后3次到云南景洪购买毒品。岩
光坎收取谭贤忠、刘志鸿等人的毒资后，从玉应
（云南省勐海县人）等人手中，共购得161.4万粒、
重约150.5公斤麻古交给谭贤忠、刘志鸿等人，谭
贤忠、刘志鸿等人将毒品运回邵阳后销售。邵阳
市公安部门经过缜密侦查，于2011年4月 ，在勐
海、景洪和邵阳三地成功实施抓捕行动，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15人，收缴毒品麻古76.8万粒、净重
71.65公斤，毒资1100余万元，以及枪支、子弹和
汽车等作案工具。经查，该案涉案毒品麻古共计
226.2万粒、210余公斤。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李宁 通讯员
彭斌韬 罗当）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
批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湘潭9人贩卖窝藏毒品案

2007年6月至2008年10月，湘潭人周新年、
刘平分别多次从广州的方俊惠、钟世杰及其他
毒贩处购进含量较高的海洛因及冰毒、麻古等
毒品，交由陈云初掺假后在湘潭贩卖。周新年
雇请程禹、张洪武帮其分包及递送毒品，杨宏
亮、 李汉泉获悉刘平涉毒被抓后帮其窝藏毒
品。

2010年2月， 湘潭市中院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周新年、方俊惠死刑，钟世杰、刘平死刑，缓
期2年执行； 对陈云初等5人分别以贩卖毒品
罪、 窝藏毒品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不等的刑罚。今年6月2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周新年被执行死刑。

衡阳15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 衡阳县人刘大
春贩卖毒品海洛因600克， 衡阳县人范丽兰参
与贩卖、 运输毒品海洛因540克， 衡南县人李
先才贩卖毒品海洛因350克。 此外， 龙显东贩
卖毒品海洛因350克， 李先云贩卖毒品海洛因
共计190克， 冯旭等10人贩卖或参与贩卖毒品
若干。

2011年5月， 衡阳市中院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刘大春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贩卖、运输毒
品罪判处范丽兰无期徒刑；以贩卖毒品罪判处
李先才、李先云无期徒刑。对冯旭、龙显东等人
分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3至15年有期徒刑。

益阳4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2010年3月至2011年5月， 益阳农民曹尧舜从
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农民张东福及其他上
线处购得海洛因248克，掺入底粉后，加工成海洛
因940克贩卖给湘阴农民唐美丽、 益阳农民李润
贞，另有海洛因116.46克被公安机关查获，2011年
5月其联系张东福购买毒品海洛因100克未遂。张
东福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5月，向曹尧舜贩卖毒
品海洛因296克，其中有98克在运输途中被查获。
唐美丽于2006年下半年至2011年5月贩卖毒品海
洛因720克，其中67.4克被查获。李润贞于2010年
12月至2011年5月贩卖毒品海洛因320克。

今年2月20日， 益阳市中院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唐美丽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贩卖、运输毒品
罪判处曹尧舜、张东福无期徒刑；以贩卖毒品罪
判处李润贞无期徒刑。

衡阳11人贩卖毒品案

2010年至2011年， 衡南县人陈小林单独或伙
同他人多次贩卖冰毒约587.25克、麻古335.5粒，所
得赃款共计约70810元； 衡南县人彭名生共贩卖
冰毒约360克，所得赃款共计44120元；衡南县人王
柏生共贩卖冰毒69.65克、麻古62.5粒，所得赃款共
计约18200元； 衡南县人王燕共贩卖冰毒约62.76
克、麻古111粒，所得赃款共计约11800元。此外，彭
亚荣等7人贩卖或参与贩卖毒品若干。

今年1月9日， 衡阳市中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陈
小林无期徒刑；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彭名生、王柏生、
王燕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至10万元不
等； 对彭亚荣等7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3年6个月有期
徒刑。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李宁 张斌 通讯员
彭斌韬）今天上午，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打击毒
品犯罪新闻发布会， 通报2009年以来我省审理
毒品案件情况。

2009年以来，全省各级人民法院遵循“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
禁毒方针，充分运用刑罚武器，依法严厉打击毒
品犯罪。2009年至2011年，共审结各类毒品犯罪
案件8459件，判决犯罪分子11469人。其中，判处
无期徒刑以上刑罚278人， 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2402人，重刑率为23.37%，高出同期全部刑事
案件重刑率近10个百分点。

全省法院坚持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
序关、适用法律关，特别对包括毒品案件在内的
死刑案件，做到“疑者不杀，杀者不疑”，办成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同时，坚持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 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并结合被告人的
认罪、悔罪表现，实行区别对待。

全省法院强化审判监督指导， 积极参与禁
毒综合治理，制定了毒品犯罪案件评查规则，不
定期由院领导带队分赴各地进行案件讲评，提
高了我省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毒品死刑案件的核
准率。省高院还与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出台《湖
南省特殊人群涉毒人员收治管理办法（试行）》。

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3年27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我省最大贩运毒品案一审宣判
4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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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长沙供气规模将达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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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支点———
把握了科技创新

就把握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仿佛一辆快速向前的列车，在持续多年的

高速运转后，一直致力于后发赶超的湖南站在
了又一个十字路口。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要求湖南经济结构必
须更优、更轻、更绿；能源供应日渐趋紧，缺煤、
少气、无油的湖南面临经济高速发展的能源瓶
颈； 就连一度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也
开始有了成本上升，甚至用工不足的担忧。

在湖南省委常委、 副省长陈肇雄看来，立
足于现实，湖南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也正
处于从过去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阶段、从重
化工业往高新产业发展迈进的阶段，最重要最
紧迫的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
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洞庭湖畔的巴陵石化，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萦绕多年： 同沿海发达地区的兄弟企业相比，
企业只是业内的“小块头”，“先天优势”相对不
足 ；同其他行业相比 ，石化行业早已贴上 “两
高”标签，发展空间日益局促。

多年探索，巴陵人总结了这样一句话：“竞
争力源于创新力。”通过创新，让企业找到了差
异化竞争的核心动力，不仅成为国内SBS（第三
代合成橡胶）生产线最多、能力最强、最具国际
竞争力的锂系聚合物生产企业，而且成为国内
同行的风向标。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 巴陵石化的求新之
道，映射出湖南眼下的路径选择———没有自主
创新，就没有经济健康发展的当前，更谈不上
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铁建重工负责人看来， 工程机械的未来
是地下作业时代。但是长期以来，工程机械“地下
市场”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把持。以业
内“航空母舰”级产品盾构机为例，西方几家大型
工程机械企业，几乎占据了全部国内市场。

这就不难理解，当企业在湖南申报盾构机
的科技项目时，最初得到的是惊讶与质疑：“你
们有这个能力吗？”

他们用事实作答。短短5年，企业自主研制
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盾构机，不仅
在去年占据国内国产盾构机的“半壁江山”，年
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而且迫使国外同

类产品价格下降了近50%。
这其中的秘诀，是铁建重工以创新为导向

的自觉，是同步搭建9个研究院、吸收600多名
科研人员的大气， 是每年拿出近400万元奖励
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决心。一句话，还是依
靠科技创新。

铁建重工的迅猛势头，让湖南人看到了挑
战中的机遇：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正孕育着突破，抓住先机，湖南就有可能实现
新跨越。

早在两年前，“创新型湖南”就已被湖南列
为作为着力打造的“名片”之一。今年2月，指导
湖南未来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创新型
湖南建设纲要》正式出台。湖南省再次明确提
出，让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推动湖
南迈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协同的“魔力”———
产学研一体化“点石成金”

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12年前的岳麓山下，年过半百的中南大学

教授何清华，与中南大学智能机械研究所的十
余名同事一道，靠着50万元借款和租赁而来的
闲置厂房，迈上创业之路。山河智能的创业传
奇，由此着墨。

如今的山河智能，总资产近50亿元，员工
近4000人，堪称中国小型施工机械领域的龙头
企业，位列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

在湖南，类似的传奇演绎还有很多。从众
多成功故事的背后，湖南人看到了产学研一体
化“点石成金”般的魔力，看到了科技与产业深
度融合的惊人能量。

不过，产学研一体化，知易行难。企业看中的
是经济利益， 高校和科研院所看中的是科研价
值。湖南人明白，消弭二者鸿沟，还是得靠创新。

湖南在全国率先实行两个 “70%”，即 “知
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占股比例由双方
共同商定， 最高比例可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70%。成果持有单位最高可以从技术转让 （入
股）所得的净收入（股权）中提取70%的比例奖
励科技成果完成人”。

这是先行先试的过人气魄，瞄准的是产学
研结合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流动的主要政策
障碍。放眼全国，这两个比例大多在10%到35%
之间。

政策层面的突破， 催生了创新活力的迸

发。“红宇耐磨”的成长，便是最好的注脚之一。
2006年，一家在化工行业苦苦支撑的小型

企业来到中南大学，希望找寻一个可以投资的
项目，进行转型。企业负责人看中了任立军团
队和他们在耐磨材料领域中的多项专利。

这位与耐磨材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教
授， 在退休之后走上了企业总工程师的岗位。
他的专利被应用到球磨机关键零部件———磨
球和衬板的生产，使企业在业内的技术水准迅
速提升至世界顶尖之列。2011年， 这家取名为
“红宇耐磨”的公司，销售额超过2.4亿元，利润
达5700万元。

回顾短短几年的创业史 ， 任立军深有感
触：“以前虽也有过技术转让的经历，但与企业
打交道更像客人，现在，有责权利的清晰界定，
自己成了主人之一，等于是与企业一同成长。”

科技人员的创业热情， 便这样被点燃。一
大批由科技人员领办或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在湖南异军突起。仅中南大学，就有150余
家，去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极大地带动了以企
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

2010年，湖南获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的数量排全国第三，获创新基金3亿元，排
全国第四位。

指挥的艺术———
政府引导“握指成拳”

技术攻关紧贴产业需求
走创新驱动之路，党委政府该扮演什么角

色？
不做管家，当好向导。
“立足全国来看，湖南的科技资源并不占

优势 ，这就注定不能撒胡椒面 ，而需 ‘握指成
拳’，通过政府的‘指挥棒’，将有限的物力人力
引向关键技术瓶颈以及重大攻关项目。” 湖南
省科技厅厅长彭国甫说。

2009年3月，湘电集团牵头，与湖南大学 、
南车株洲研究所、国防科大、江麓机电“捆绑”
在一起，拿下湖南省科技厅招标设立的重大科
技专项———“兆瓦级低风速直驱式风力发电机
组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用湘电集团总工程
师罗百敏的话来说， 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协
调，这几家企业和院校不会如此紧密地团结在
一起，发挥各自优势，攻克该项目一个又一个
难关。

如今，该项目研制的系列风力发电机组已

销售800多台，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 、利税10
亿元。由此，湖南拥有了大型风力发电装备整
机和零部件的配套生产链，一举成为我国大型
风力发电装备制造基地。

统一步调，统筹资源。
根据科技创新需求，湖南成立创新型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 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省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
省主要领导挂帅，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的职能及资源，将目标聚集起来，将责任分解
开来，将步调统一起来。

一系列政策文件接连出台 。《关于强化企
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促进产学
研结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两个五年计划（2008—2012）（2013—
2017）》……有了制度的护航，创新者“闯”的魄
力更大，“争”的劲头更猛，“拼”的勇气更足。

立足湖南，放眼世界。
通过政府引导，湖南在重大科技专项上实

施公开招标，面向全国选择承担单位，面向全
球选择合作参与单位。近年来，湖南共组织实
施58个省科技重大专项， 突破462项重点优势
产业中的关键瓶颈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共性
技术难题， 获得专利467项， 形成重点新产品
612个。

实践证明，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 ，就可能
诞生一组新产品，甚至壮大一个新产业。以电
动汽车行业为例，“十五”、“十一五”期间，湖南
紧紧扣住电动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关键技
术攻关，硬是让该产业在湖南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

“重大需求—产业重点—关键技术 （重点
产品）—发展目标”， 这是湖南的创新路线图。
以此为指导， 湖南高新技术产值4年翻了近两
番———从2007年的2700亿元上升为2011年的
9772亿元， 创造了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增长率、
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两个全国第一。

集聚的合力———
业内文章业外做

要“钱袋子”更要“金点子”
纵观历史，世界产业革命的兴起无不源于

科技创新，却又成于金融创新。“业内文章业外
做”，湖南人深明此理。

在长沙高新区，6000多家企业中90%是轻
资产、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长沙银

行、 浦发银行在园区内专门设立科技支行，为
此类企业服务。与此相配套的是，政府给每家
科技支行设立2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 ， 承担
70%的信贷风险。

这两家科技支行都必须做到三个“专”：专
门的科技信贷业务专属团队， 专门的审贷流
程，专门的金融产品。由此，传统的单对单、点
对点金融服务，变成了新的链接式金融服务。

自去年11月揭牌后的短短5个月， 两家科
技支行共对38家小微企业授信9570万元，其中
100万元以下的达25家，100万至300万元（含）14
家，300万至500万元的11家。

金融创新，远不止于此。
今年3月，由政府发起、总规模达1.5亿元的

“天使基金”在麓谷起航，专注于投资年销售额
2500万元以下的种子期创新型企业；由省科技
厅与财政厅联合管理的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
团，管理基金规模近100亿元，自2007年成立以
来， 累计对39家科技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达8
亿元。

科技创新，离不开“钱袋子”，更少不了“金
点子”。

湖南自2009年就启动实施了“引进海外高
层次人才百人计划”，目前共引进62名，其中有
26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为让引进来的高端
人才“潜心研究、安心工作”，湖南在其居留和
出入境、落户、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提
供绿色通道服务。

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到以“高性能炭/
炭复合材料” 拿下空缺6年的国家技术发明一
等奖的黄伯云， 以及荣获美国 “国家科技奖
章”、拥有16项自主创新专利的戴立忠，一批科
技领军人物在湖南涌现，一批后起之秀在湖南
集聚。

目前， 湖南正在实施科技创新团队计划，
即重点建设一批有明确攻关目标、产学研紧密
结合、创新能力突出的科技创新团队，给予至
少3年的稳定支持， 承担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
到2015年，湖南将重点建设好50个左右的科技
创新团队。

省长徐守盛表示，湖南的近期目标是，“十
二五”末，全民创新意识明显增强，开放协同创
新水平显著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
贡献率大幅度提升，具有湖南特色的创新体系
基本建成。

到那时，“敢为人先”的湖南，又将呈现一
幅怎样的画卷？ （原载6月25日《人民日报》）

省高院公布一批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