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伊飞 任彬彬）有着“葡萄和
瓜果之乡”、“天然聚宝盆”美誉的吐
鲁番， 今天在省科技厅发布了33项
重大科技需求，并与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等我省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科技援疆
进入战略合作层面， 此举在新疆还
是首次。

吐鲁番地区自然资源较富集 ，
但科技创新资源不足， 企业创新能
力不强，产业链短，阻碍了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 此次吐鲁番地区行署
与我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 就是要依靠我省的科技优
势， 推动吐鲁番加快实现资源优势
向经济优势的转变。

在发布的 33项重大科技需求
中， 农业类和工业类是大头， 共25
项。 农业类需求涉及现代设施农业、
特色农作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工业类需求涉及矿产资源开发 、特
色资源深加工和信息化建设等。 今
天的会议上，4家吐鲁番企业还与省

农科院等我省4所高校院所，签订了
项目合作协议。 如“吐鲁番现代物流
网络平台建设”项目实施后，将使到
货及时率达到95%左右，物流费用下
降20%左右。

会上，吐鲁番地区行署还发布了
人才引进政策， 对不低于5年服务期
的引进人才，可享受一次性安家费和
每月特殊津贴。 院士和国家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级学术带头人
安家费分别为80万元和60万元，每月
津贴分别为2万元和1.5万元。

科技援疆开启战略合作大门
吐鲁番与我省6所高校院所签约，并发布33项重大科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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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淼玲 李宁

有一群年轻人，法庭上，他们唇
枪舌剑，依法指控犯罪；工作中，他们
火眼金睛，加强法律监督，确保司法
公正，让青春守护正义；制度上，他们
勇于创新，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他们，就是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公
诉科的11名年轻干警。 今年7月3日，
他们收到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的
“全国优秀公诉团队”光荣牌匾。

审查起诉一批大案要案

7月10日， 湖南凯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车间一派繁忙，董事长叶
明强感激地说：“长沙县检察院及时
查办彭文明、王正明侵犯公司商业秘
密案，维护了公司合法权益。 ”

2008年9月， 公司原营销副总监
王正明和原工程师彭文明自动离职，
利用掌握的技术入股浙江某公司，导
致凯天环保直接经济损失90余万元，
面临失去市场竞争优势的危机。

长沙县检察院公诉科干警克服

跨省办案种种困难， 该案于2010年6
月28日进行审理。 法庭上，辩护律师
和公诉人激烈交锋———

“德国凯乐公司是凯天环保的技
术合作公司， 它才是技术所有权人。
凯乐公司的证言缺失使得侵权不能
被认定。 ”被告人律师辩护。

“凯天公司一直生产相关产品，
其技术系凯天公司依据德国凯乐公
司的原理结合国内市场自主研发，且
相关商业秘密鉴定、损失鉴定均已作
出，王正明、彭文明侵犯商业秘密毫
无疑问成立。”公诉人谢彦一一驳回。
最终，公诉意见均被法院采纳，王正
明获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20万
元；彭文明获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
罚金15万元。

长沙县辖区内企业云集，各种涉
企矛盾突出。 2010年5月，县检察院在
全省首创企业检察联络员制度，对企
业进行法律援助。

该院公诉科干警平均年龄仅
32.2岁，均为本科以上学历。 其中副
科长谢彦是我省“十佳公诉人”。他们
审查起诉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包括湖南泰格林纸集团原董事长王
祥贪污、受贿案，湘潭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彭中泽受贿案。

纠正违法案件14次

在审查、指控犯罪过程中，公诉
科干警加强追诉漏罪、 漏犯工作，有
效防止有罪不究、 放纵犯罪现象发
生。今年以来，共纠正违法案件14次、
纠正嫌犯遗漏案件5人、 纠正罪名遗
漏案件9条、提起抗诉1人。

2012年2月， 公诉科干警刘立新
审查该县黄花镇李大成涉嫌抢劫、盗
窃案时， 细心地调取了同案犯杨宽
2005年抢劫、盗窃案检察内卷，发现
李大成除公安机关移送的两次盗窃
事实外，还参与了其他两次盗窃。

公安机关补充材料重新移送后，
刘立新又发现李大成还参与了一次
盗窃犯罪，于是再次退回公安机关补
充侦查。 最终，检察院查实李大成盗
窃事实由原移送审查起诉的2笔价值
5386元增加到5笔价值19484元，均被
法院采纳认定，使李大成得到应有惩

罚。

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2011年3月， 犯罪嫌疑人黄某因
挖笋与邻居争吵并致对方轻伤。公诉
科干警经审查认为该案系邻里纠纷，
情节轻微， 考虑到 “冤家宜解不宜
结”，促使黄某积极赔偿，双方达成刑
事和解，彻底化解了矛盾。

针对辖区内学校多的特点，公诉
科积极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负
有刑责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时不
作出决定， 代之以设立一定期限，并
规定一定条件进行考察，期限届满时
再根据其表现作出最后决定，实际上
是给学生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对
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6名涉嫌聚众
斗殴的学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后，在
检察机关、校方等帮教关心下，6名学
生积极改过自新，进步很快，检察院
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2012年5月，该
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新刑事
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
程序试点单位。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网络代购洋奶粉
须谨慎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肖建生）
省消费者委员会近日接到不少消
费者的投诉，反映通过网络代购的
洋奶粉的质量问题 ，为此 ，省消委
今天发出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购买洋奶粉时， 要擦亮双眼，
谨防上当。

消委的提示说 ，近年来 ，通过
网络代购洋奶粉的消费者越来越
多。 这些消费者主要是通过网络与
境内网站（网店）经营者取得联系，
并由后者委托境外合作者从境外
购买奶粉，再转交消费者。 由于以
这种方式购买的奶粉多以个人邮
递的形式入境，一般未经过检验检
疫部门检验， 产品质量缺乏保障，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发生消费纠纷
后消费者维权困难。 为维护广大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省消费者委员会
特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
选择网络代购洋奶粉时一定要注
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要注意了解网店信誉度。
通过查看消费者的网评，加深对网
店信誉度的了解，切不可盲目相信
网络宣传，选择没有售后保障的网
络平台购买。 二、要注意查看网店
资质。 重点查看该网店营业执照电
子链接标识 ，看是否取得 《营业执
照 》和 《食品流通许可证 》，切不可
到没有取得证照的网店购买。 三、
要注意查看相关报告。 重点查看中
国法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相关产
品质量检验报告，切不可贪图便宜
而购买不合格的洋奶粉。 四、要注
意查看商品标签。 重点查看洋奶粉
包装上是否有中文标签，是否注明
商品名称、规格、成分含量、销售商
等各项内容。 五、要注意在收货时
当场验货。 重点检查收到的洋奶粉
商标与自己所购的产品是否一致，
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 若发现问题
应及时提出。 六、要注意索取和保
留好相关购货凭证，以便发生消费
纠纷时作为维权依据。

本报7月13日讯 （通讯员 向奇志
麻成标 李鹏华 刘玉晖 记者 唐爱平）
铁建重工集团今天传出喜讯， 公司
获准组建 “湖南省地下掘进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这是目前国内
在该技术领域唯一的一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标志着我省地下掘进装
备工程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跨入新的
里程。

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发
展最快的隧道和地下工程建设市
场。 但国内90%以上的隧道施工仍

然使用传统的矿山法施工技术 ,施
工条件差、 效率低。 地下掘进装备
技术含量高， 制造复杂， 代表着一
个国家制造技术水平， 但目前我国
地下掘进装备的制造技术基础、 创
新能力仍然很薄弱 ,特别是大型高
端装备在很多应用领域都是空白。

铁建重工集团利用长期积累的
施工技术和经验， 研制出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具备完全自主产权的复
合式土压平衡盾构设备， 已在多个
城市地铁和市政工程得到成功应

用。
据悉， 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主要研发方向是大直径全断面隧道
硬岩掘进机 （TBM）、 盾构 （含土
压和泥水平衡盾构） 等地下掘进装
备。 中心建成后， 将承担国家、 省
市和企业委托的重点科技任务， 每
年还将研发出2至3项具有国内领
先、 国际先进水平的具备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产品， 整体推动我省乃至
我国地下掘进装备行业新技术的研
发及产业化、 国际化进程。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佳仕 吴敏 ）今天 ，株洲
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株
洲市一起特大贩毒团伙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刘某（女）、加某、罗某、石
某 、辛某 、章某 、李某 、颜某依法批
准逮捕。 这也是今年以来，我省公
安部门破获的最大一起公安部督
办毒品案。

8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来自我省
的株洲、邵阳和江西、云南等地。 经
查 ，犯罪嫌疑人罗某 、石某二人合
作通过犯罪嫌疑人加某从中介绍，
从云南边境境外走私贩毒人员郎
某（在逃）手中购买麻古，再通过当
地物流公司邮寄至邵阳。 大量毒品
通过犯罪嫌疑人石某销往邵阳地
区，其余毒品由石某和罗某交给刘
某 （女）、 李某在株洲地区进行贩
卖。 犯罪嫌疑人辛某分多次从刘某
手中购买麻古，并将其中大部分销
往江西地区。 今年6月8日， 株洲市
公安局当场查获正准备在株洲进
行毒品交易的刘某、辛某、李某、罗
某、章某，当场查获毒资48万余元。
侦查人员在对石某所驾驶的小车、
石某家中以及刘某住处进行搜查
时均发现大量毒品。

该案共计查获冰毒及麻古片
剂合计34公斤，缴获毒资60余万元。

让青春守护正义
———记全国优秀公诉团队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张鹏）7月11日至12日，由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学位管理
与研究生教育司主办、 国防科大承
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军事学）
在长沙举行。来自解放军总部机关、
18所军事学博士生培养院校和研究
生管理部门的领导， 以及优秀论文
作者、导师代表共120余人参加了论
坛。

此次论坛主题是 “科技与军
事”。 论坛共收到论文近300篇，其中
103篇获评优秀论文。

记者在论坛现场看到 ， 风华
正茂的博士生们围绕军事高科技
与国家安全战略 、 信息化与体系
作战 、 装备建设 、 管理与保障 、
军事航天技术与空间安全等重难
点 问 题 ， 展 开 了 热 烈 的 讨 论 ，
“战争设计工程 ”、 “空间安全 ”、

“军民融合式装备保障主体发展 ”
等新锐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 。 而
国防大学博士生导师薛国安少将 、
国防科大博士生导师沙基昌教授
所作的论坛主题报告 ， 得到了与
会者的积极响应。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我国研
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 是全面提升我国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重要举措。

全国军事学博士生长沙论剑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文颖 覃松林 李勤

7月11日上午， 陕西省旬阳县城关
镇乱滩村村民杜荣均来到怀化市洪江
区新街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教导员
兰支佩手中。 杜荣均激动地说：“感谢你
们找到了我的女儿。 ”

前不久，被洪江区救助站收留的流
浪人员杜仁草，看到新街派出所为一位
离家出走16年的流浪人员找到了亲人，
便请求该所民警刘佳帮自己寻找亲人。
她告诉刘佳 ， 她12岁那年被人拐骗出
去，到现在为止，已有19年没有听到过
亲人的任何信息。

刘佳当即答应帮杜仁草找亲人。 交
谈中得知，杜仁草家在千里之外的陕西
省旬阳县城关镇乱滩村，其父叫 “杜荣
军”、其母叫冯纪娥，有两个妹妹。 刘佳
通过公安内网查询，但在陕西省旬阳县
城关镇乱滩村找不到杜仁草及其父亲、

妹妹的任何资料，只查到一个叫 “冯纪
娥”的人。 刘佳与旬阳县城关镇派出所
取得联系，并把杜仁草的个人资料发送
过去。 在其帮助下，确定了杜仁草的户
籍名字为 “杜小芳”， 杜仁草只是其别
名，其父叫“杜荣均”而不是“杜荣军”。

7月5日晚，杜仁草的父亲得知洪江
区警察帮他找到了失散19年的女儿，心
情特别激动，立即与其小女婿赶往洪江
区，认领女儿。

在洪江区救济站， 杜荣均见到女儿，
由于离别19年，他已认不出站在自己面前
的是女儿 “草草”， 当女儿大声叫他爸爸
时，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他告诉民警，
他的妻子想女儿，几乎把眼睛都哭瞎了。

杜仁草见到父亲， 心情特别高兴。
她拉着父亲的手询问家里的情况，诉说
自己被人拐骗出来的经过。 杜仁草的父
亲要重谢为他找到女儿的警察，被婉言
谢绝。 最后，他们赶制了一面锦旗送给
新街派出所，表达他们的谢意。

株洲查获毒品34公斤
8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宁）今天
上午，长沙市圭塘街道中南院社区和体
院路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齐聚
一堂，热议正在举行的“湖南精神”表述
语“2选1”公众投票活动，表示要将“湖南
精神”融入到基层工作中去，为发展作贡
献。

为了更加了解基层关切， 倾听基
层声音，“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办
公室委托长沙市圭塘街道举办了这次
座谈会。 89岁的“长沙市十佳‘五老’”、
体院路社区居民刘正德认为， 两条表
述语都具湖湘特色， 因为其中的许多
语句直接来源于代表湖湘文化的经典
文章，便于记忆，在外省也具有一定认
同度。 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座代表的共
鸣。 83岁的中南院退休工程师罗季达
回忆自己40多年前刚搬到这里的时
候，中南院还是一片菜地，现在却高楼

林立，经济繁荣，成为圭塘街道第二大
社区，这段变迁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印
证了担当、图强等“湖南精神”的内核。

中南院社区主任李淑琴认为 ，作
为一名社区基层干部 ，“湖南精神 ”候
选表述语体现了社区服务工作的特
点，能够代表基层工作人员的呼声。 圭
塘街道工委副书记舒畅表示， 基层是
信访维稳工作的第一线， 辖区内的项
目拆迁安置等工作非常需要基层工作
者以务实的态度和坚韧的精神处理好
各类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这2条新的候选表述
语是在反复提炼的基础上打磨形成的，
充分凝聚了各方意见， 从不同侧面体现
了“湖南精神”。评选结果出来之后，体现
社会共识的“湖南精神”表述语将构筑全
体湖南人的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价值
准则，进一步激发富民强省的奋斗热情。

干部群众热议“湖南精神”“2选1”
把“湖南精神”融入基层工作

本报7月 13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雷文明）今天下午，省道路交通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新闻通报会，对
7月4日湘J42837客运班车严重超员违法
行为的初步查处结果进行通报。

7月4日中午，群众向公安交警官方
微博举报：一辆从常德桃源开往广东江
门的湘 J42837大客车存在严重超载现
象。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立即调度长沙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
支队，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大致位置及行
驶方向进行联动查纠 ， 并成功将其拦
截。经初步调查，湘J42837大客车驾驶人
康立辉，隶属于新国线集团常德运输有
限公司桃源分公司，核载39人，实载111
人（其中22名中小学生和幼儿），超员高
达185%。

根据相关规定，相关部门已对相关
责任人和违法企业作出处理：一是康立
辉驾驶湘J42837客运班车， 载客超过额
定乘员20%以上，达到185%，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情节恶劣。 长沙市岳麓区交

警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对驾驶人康立辉作出
罚款2000元 ，驾驶证记12分 ，扣留机动
车驾驶证至考试合格的处理。 二是责令
桃源县交警大队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二条第四款规定 ，对新国线
桃源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主管安全和经
营的企业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
管理人员李强、熊伟 、程曙娟分别依法
处以5000元的罚款处罚。 三是省运管局
责令新国线常德运输有限公司进行为
期1年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整改期间，
该公司不得新增客运班线和车辆。 四是
省运管局责成常德市运管处依法吊销
当班驾驶员康立辉、杜伟军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记入被吊销从业
资格证件的营运驾驶人“黑名单”库，向
社会公布。 7月11日，新国线桃源分公司
已将两名驾驶人予以辞退 。 五是对湘
J42837客运班车实行为期3个月的停运
整改。 整改期间，该车相关牌证由常德
市运管处负责收缴、保管。

核载39人，实载111人
省交安委通报“湘J42837”客车超员初步查处结果

洪江区民警热心寻找———

离家19载陕西女子喜见亲人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兰亭）7月12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2081期开奖，当期红球号码
为02、05、10、24、25、29， 蓝球06。 本
期湖南彩民幸运地中出2注一等奖。

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这2注彩票
出自于同一站点， 中奖福地是花垣

县龙潭43139174站点。 此期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565万元。

2注双色球头奖落花垣同一站点
单注奖金565万元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肖磊）7月8日上午，在张家界著
名景点老院子，我省第一部实景拍摄的
花鼓戏数字电影《五女拜寿》正式开拍。

《五女拜寿 》 由湖南省广播电影
电视局监制， 湖南大映公益电影传媒
有限公司、 湖南乐田电影媒体有限公
司、 天下乐田电影文化传媒 (北京) 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 。 剧组成员通过半年
多的场景考察 、 筛选 ， 最终把影片的
大部分外景选择在张家界拍摄 。 执导
本部电影的导演张伟国介绍 ， “张家
界的美丽风景 ， 适合这部戏的年代和
风格。” 《五女拜寿》 摄制完成后， 将
作为公益影片 ， 通过国家数字电影节
目平台免费为广大农村群众播映。

我省首部实景花鼓戏数字电影开拍

7月13日， 省公安消防总队派出的5名援藏干部从长沙启程前往西藏， 支援西藏消防工作3年。 图为女消防官
兵为援藏干部献花送别。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吴丹 摄影报道 � � � �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实现“湖

南精神”稳妥落地，在进行“10选1”、“4
选1”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湖南
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决定，自
即日起，开展“2选1”公众投票活动，欢
迎省内外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现
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2条候选表述语
1、 忠诚 担当 求是 图强；
2、 心忧天下 明德致远 坚韧

务实 敢为人先。
二、活动起止时间
7月10日上午11时至7月20日上午

11时。
三、投票方式
采取语音电话、手机短信 、网络3

种方式。
1、语音电话投票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118168，即进入 “湖南精神 ”表述语 “2
选1”投票平台，按照语音提示输入所
选中的某条表述语编号即完成（“1-2”

中任选一号，多选无效）。 省外用户在
118168前加拨“0731”区号。

2、手机短信投票方式
省内移动、联通、电信手机用户可

选择认可的某条表述语编号（“1-2”中
任 选 一 号 ， 多 选 无 效 ）， 发 送 到
1062899888。

3、网络投票方式
（1）互联网用户可登录到下列网站的

“湖南精神”表述语投票平台参与投票：
红网：http://hnjs.rednet.cn/
华声在线：http://hnjs.voc.com.cn/
星辰在线：http://hnjs.changsha.cn/
金鹰网：http://hnjs.hunantv.com/
大湘网：http://hn.qq.com/hnjs.htm
（2）红星网投票方式：湖南省基层

党员干部、 大学生村官等可登录湖南
红星网 （http://www.hnredstar.gov.cn/）进
行投票。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7月10日

“湖南精神”表述语“2选1”
公众投票活动公告

地下掘进装备“掘”入新里程
我省组建国内首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