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4日，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体院路社区87岁的刘正德老人在劲流书屋和孩子们一起交流。 25年前， 刘
正德在自家空地创办劲流书屋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为了提质改善书屋环境， 该街道出资进行了装修， 爱心企业
也捐赠了近3000册图书， 有着25年历史的劲流书屋重新起航。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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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 7月10日， 由衡阳
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
起公诉的全国B级通缉犯 、 衡阳市
某国有银行下属某储蓄所原主任彭
建设， 因挪用公款706万余元用于个
人炒股， 被石鼓区人民法院一审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案情回放 】 彭建设是衡南县
人， 1990年至1998年期间 ， 担任衡
阳市某国有银行下属某储蓄所主任。
1997年4月至1998年12月， 彭建设违
反法律规定， 利用职务之便， 擅自
挪用衡阳市某信用社、 某证券营业
部、 某卫生学校等单位存款706万余
元， 用于个人炒股。 期间， 彭建设
归还了214.54万元。

1998年12月16日， 衡阳市某信
用社派人到储蓄所取款， 发现无该
信用社存款， 遂联系被告人彭建设。
彭建设因股票亏损无法归还存款 ，
见事情败露即逃往异地。

彭逃跑后， 其单位向公安部门
报了警。 由于其涉案金额巨大， 省
公安厅将其列为B级逃犯。 案发后，
检察机关对彭建设使用的证券账户
予以冻结， 并将挪用的剩余款项全
部追回， 归还给被害人。

2011年 9月21日 ， 在衡阳市公
安、 检察干警的共同努力下， 潜逃
13年之久的彭建设在广东省惠州市
被抓获归案。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王勇
介绍，《刑法》 第384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非法活
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
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

较大、 超过3个月未还的， 是挪用公
款罪 ，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情节严重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 。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 ，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3条第一款规定， 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
利活动的”， 或者 “数额较大、 超过
三个月未还的”， 以挪用公款1万元
至3万元为 “数额较大” 的起点， 以
挪用公款15万元至20万元为 “数额
巨大” 的起点。 挪用公款 “情节严
重”， 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 或者
数额虽未达到巨大， 但挪用公款手
段恶劣； 多次挪用公款； 因挪用公
款严重影响生产、 经营， 造成严重
损失等情形。

王勇认为， 被告人彭建设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公款706万余元用于个人炒股 ，
数额巨大，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
成挪用公款罪。 被告人彭建设被抓
获后，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可
以从轻处罚。 案发前， 被告人彭建
设归还了部分挪用的公款； 案发后，
被告人彭建设所挪用的剩余公款亦
被全部追回 ，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
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温馨提示】 公款姓 “公” 不姓
“私”， 利欲熏心而非法挪用公款用
于个人炒股， 终将害人害己。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周建辉）今天从省科
技厅获悉，依托中南大学的“精神病
学与精神卫生学” 等7个重点实验室
已通过专家们的建设计划论证，正式
批复组建。 至此，我省省级重点实验
室达到84个。

据悉，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重
点实验室作为我省区域创新体系的源
头， 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已形成以院士、长江学者、
芙蓉学者和知名教授为学术带头人，
中青年科技人才为骨干的科研队伍。
目前，除84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外，我省
还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 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4个。

此次获批的重点实验室中，依托
湖南科技大学的“页岩气资源利用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格外引人注目。 页
岩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 也是我国满足能源需求增
长，增加能源自给，改造能源结构的
战略性资源。 据勘探，我省页岩气可
采资源量达1.5到2万亿立方米，占全
国储藏量的10%以上， 是我省解决能
源问题的极好出路。该重点实验室将
加强湖南页岩气盆地演化对页岩气
形成的影响、 页岩气成藏与富集、页
岩气地球物理勘探和页岩气开采技
术等方面的研究，这对加快我省页岩
气勘探开发、增进能源安全和“两型
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通讯员 李劲宏 余颖
本报记者 郭云飞

7月23日，南县人民政府授予青
年农民虢浩“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
号，并奖励8000元。

前不久，虢浩从河里救起一家3
口，连姓名也未留下就走了，被救者
苦苦寻找20多天才将他找到。

6月21日，在长沙经商的陈卫国
带着妻女， 驾车回老家安乡过端午
节。下午1时许，行驶到距南县县城1
公里处与一辆农用车超车时， 迎面
驶来一辆大货车， 陈卫国的车子被
逼得冲进公路边的南茅运河， 向右
侧翻入河中， 只剩下左侧顶部露出
水面。 当时，车窗玻璃破了，车内注
满了水。 陈卫国试图把车门打开，
但因水压过大开不了。 他又想砸烂
玻璃，也无济于事。他只好和妻子用
力托着女儿的头贴近车窗缝隙呼
吸。 女儿不停喊救命，但没人应答。
车身正向右慢慢倾斜， 随时有可能
倒扣沉入2米多深的河中。

危难之际， 一个小伙子骑着摩
托车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路过事发

地，他见状立马停车，一边叫妻子呼
救，一边跳入水中救人。

下水后， 小伙子借助水的浮力，
用肩膀顶、用手托，拼命将车身向左
翻，以避免车子底朝天沉没。 紧接着，
他拳砸、肘击，试图破窗救人，但未成
功。 由于用力过猛，他的手、肘受伤
了，鲜血直流。 这时，听到呼救声赶来
的村民递来一块砖头，小伙子抡起砖
头，一次次使劲敲击，终于将车窗玻
璃砸烂，使劲将车内3人拉出。

小伙子爬上岸后， 呕吐了好几
口浊水，休息了一阵。他看到被救的
一家人并无大碍， 热心村民一边报
警、一边扶他们到家里清洗，便骑车
悄悄离开了现场。

陈卫国扶妻子、 女儿到村民刘
大姐家后，马上折回事发地，想向救
命恩人表达谢意， 不料小伙子已悄
悄走了。有目击者告诉他，小伙子为
了救人连身上的手机都没掏出来，
离开时手臂上都是血。

为了尽快找到救命恩人， 陈卫
国多次求助当地媒体，并先后3次重
回事发地寻找线索。他还把一家3口
被救的经过和对恩人的感谢， 写在

自己的QQ里， 请网友帮忙寻找，但
均无果。最后，他通过安乡县委宣传
部找到南县县委宣传部。 经过多次
走访调查，7月13日， 终于查实救人
者是南县南洲镇书院村村民虢浩。
25岁的虢浩在长沙开餐馆， 事发当
天他回老家过端午节， 第二天就回
长沙了。

7月14日， 陈卫国一家3口带着
写有“见义勇为”的牌匾，来到长沙
虢浩的餐馆。 陈卫国提出要赔偿虢
浩的损失，并予酬谢，都被婉言谢绝
了。 虢浩有些腼腆地说：“我只是做
了该做的事。换上别人，也会那样做
的。 ”

记者了解到， 虢浩其实不怎么
会游泳，当时为了救人，毫不犹豫跳
进了河里。

南洲镇书院村党支部书记严清
平介绍，虢浩重情重义，深受乡亲们
喜爱。他在外开餐馆，手头相对活泛
些，村里哪家小孩读书有困难，或者
买化肥没钱，他总是解囊相助。在长
沙务工的浪拔湖镇村民洪镇华至今
还记得，有一年过年自己没回家，虢
浩专程跑到他家，看望他的老母亲。

青年农民虢浩勇救3人不留名

挪用公款炒股获刑

新增7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我省省级重点实验室达到84个

通讯员高孝书本报记者周小雷

“山区贫困学子渴望求学，让我感
到震惊。回家以后，我将发动好心人士
结对资助一批学生。 ”7月23日，从“网
络妈妈”ＱＱ空间上看到贫困学子的
资料后， 河北省黄骅市黄骅镇的爱心
人士卢学广， 专程来到我省宜章县天
塘乡考察。

近1个月来， 通过 “网络妈妈”
ＱＱ空间上获得的信息，前来宜章考
察的爱心人士已达5批，先后结对资
助了12名贫困学子。

“网络妈妈 ”名叫谭兰霞 ，是宜
章县天塘乡一名普通的小学女教
师。 2008年，原在广东韶关一所职业
学校当老师的她放弃优厚待遇 ，通
过公开招考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
教师。

在对全校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
调查之后， 谭兰霞发现有近三分之
一的学生因家境困难， 学业难以为
继。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
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 ”谭兰霞17岁
时便失去父亲， 靠着乡亲们的资助
才完成学业。 怀着感恩的心情，她把
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 虽然
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但她仍然
经常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买学习用
具、衣服，垫付药费。

然而， 仅靠谭兰霞个人的力量
远远不够。 2011年2月，她接受了别
人的建议， 整理了两名特困学生的
情况，编写成8000余字的文章，发表
在自己的ＱＱ空间上 。 一位用户以
《还好 ，我们知道的不算晚 》为标题
作了转载。 此文一发布迅速引起了
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在短短几个小
时内阅读量就超过了30多万人次 ，
评论7000多条，转摘分享上万条。 很
快， 两位孩子就得到了好心人的资
助。

“网络真管用！ ”谭兰霞从此就
利用网络呼唤山外的爱心。 她牺牲
休息时间， 深入贫困孩子家庭了解
情况，熬夜将资料发到网上。 她所做
的一切都是无偿的， 还要自付电话
费、交通费和饮食费。

网络助学， 网友最大顾虑就是
钱物是否会用在学生身上， 谭兰霞
想出一个简单而实在的办法： 采取
“一对一”结对资助模式。 每次收到
善款后， 她都会督促学生给资助人
打电话， 用行动争取资助人的信任
和长期支持。

在网友们支持下，谭兰霞成立了
“一个都不能少”爱心助学会，通过网
络， 让爱心人士共结对资助特困孩子
60多人， 受到了100多万网友的关注，
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网络妈妈”。

贫困学子的“网络妈妈”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彭涛

消费 、投资 、出口 ，拉动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

上半年， 全省投资稳定增长，消
费品市场平稳运行，开放型经济稳定
发展，“三驾马车”一齐发力 ，形成协
同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良好格局。

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从望城坡到黄兴镇、从汽车北站

到万家丽路南端，长沙轨道交通建设
全面铺开，人们正翘首期盼早日坐上
长沙地铁。 目前，1、2号线已累计完成
投资80余亿元。

在拉动我省GDP增长的“三驾马
车”中，投资仍是主要动力 。 今年以
来，尽管雨水偏多，长沙轨道交通、沪
昆铁路、湘桂铁路 、山河智能等项目
建设工地，仍是一派热火朝天 ；菲亚
特轿车产业化、湘煤立达煤机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 三一重工常德工业园、
中联重科麓谷环境产业园……一系
列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投产，为全省经
济平稳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从今年5月开始，全省投资增速
出现了积极变化。 ”省发改委投资处
称，去年4月以来，我省投资增幅下滑
的趋势比较明显，到今年4月，已经连
续12个月逐月回落，且回落的速度不
断加快。 随着天气条件逐步好转，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从5月开始，重点工
程、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加快，1至5月
投资增长24%，仅比1至4月回落了0.1
个百分点，止住了投资增速下滑的势
头。

6月，投资增速进一步加快。 据统
计，上半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730.4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1
至5月回升0.2个百分点。 虽然提高的

幅度较小，但是逆转了逐月下滑的态
势，呈现了较强的企稳回升迹象。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 第一产
业、服务业和民生 、生态投资保持高
速增长 。 今年第一产业投资保持了
60%以上的增速，电信、邮政、金融等
服务业投资增长100%以上，民生和生
态环境投资增长40%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进一步加大。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0%以上，技
改投资增长30%以上，医药、计算机通
信、 专用设备制造等新兴制造业，投
资增长60%以上。

此外， 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回暖，
重大项目支撑有力，在建和新开项目
增多，重点工程进度加快。

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炎炎夏日， 家电热销。 通程、苏

宁、国美、友阿等电器卖场，促销花样
百出，节假日销售火爆。 家电节能补
贴新政的出台，更是为家电市场再添
了一把火。 湖南苏宁电器称，今年1至
6月家电销售实现17%的增长。

拉动我省经济增长的投资 、消
费、出口“三驾马车 ”，消费作用日益
突出。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632.9亿元， 增长15.5%，
累计增速连续5个月稳定在15%以上。

据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分析，今
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月
增幅呈现“U”字型走势。 1至4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与增速逐月下降 ，5、6
月回升。

“消费市场回温 ，是经济形势向
好的体现，也是家电下乡 、节能补贴
以及降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发力的
结果。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负责人
介绍，6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
量和增幅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

“事实上，扣除物价因素，今年实
际增幅高于去年。 ”该负责人认为，受
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的影响，今年上半
年虽然名义增幅低于去年同期，但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幅比去年同期高
出1.6个百分点。

无论是在城市， 还是在农村，都
呈现出旺盛的消费力。 在城镇，人们
的消费需求逐步向高端消费发展，汽
车类销售增长加快。 上半年，全省限
额以上批零企业，累计实现汽车类零
售额315.70亿元， 同比增长18.3%，比
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较去年提高1.0
个百分点。

由于连锁店、超市不断向农村延
伸，农村消费环境大为改善 ，城乡消
费增长差距缩小。 今年上半年乡村市
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43.08亿元，同
比增长14.5%， 比城镇市场低1.1个百
分点，城乡市场消费增长差距比去年
同期缩小0.9个百分点。

省商务厅分析，我省消费增速相
对比较平稳，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
新阶段 ， 尽管目前经济形势仍然低
迷，但随着扩大消费和增加收入政策
的落实，伴随物价回落 ，城乡居民的
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 初步预
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将
能够保持16%左右的水平。

开放型经济稳定发展
4月5日 ， 马来西亚方面再次宣

布，“南车株机 ” 中标吉隆坡安邦线
120节轻轨列车。 株洲海关介绍，今年
1至5月，“南车株机” 出口额突破5亿
美元 ， 居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之
首。

“南车株机”执行董事、总经理徐
宗祥称，今年以来，“南车株机 ”全力

参加欧洲、非洲 、南亚 、东南亚 、中东
等地的20余个项目的竞争，预计今年
海外市场将实现重大突破。

面对出口贸易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半年 ，我省积极开拓新市场 ，努力
稳定对外贸易，实现出口53.4亿美元，
增长1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
实现进出口总额97.1亿美元 ， 增长
7.5%。

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出口态势
好于欧美市场。 省商务厅贸发处负责
人介绍 ，受欧美经济低迷影响 ，上半
年我省对欧美的出口增长疲软 ，不
过，对东盟、中东出口强劲增长，同比
增长均达70%以上。目前，东盟已成为
我省最大的出口市场。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
口增势良好，出口增幅较快的企业有
株洲南车、中联重科、蓝思科技等。 ”
省商务厅介绍，1至6月， 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均达50％
左右。 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出口
同比下降，烟花、陶瓷、鞋类产品出口
增速放缓。 此外，资源类产品中，未锻
造银出口大幅增长 ，锰制品 、氧化锑
量价齐跌。

加工贸易发展较快 。 上半年 ，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了 1.16
倍 ，其中出口增长 1.29倍 。 外贸经
营者主体进一步壮大 ， 共有进出
口实绩企业2085家，较上年同期增加
198家。 衡阳、 岳阳进出口分别增长
78.7%和90.5%。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
展历史表明，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
“三驾马车 ”均衡发力 ，协调拉动 ，
才 能 牵 引 经 济 不 断 向 前 健 康 发
展 。 从上半年 “三驾马车 ”的统计
数据来看 ，我省发展的动力依然强
劲。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三驾马车”稳步前行
———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之四

本报7月25日讯（通讯员 王玉林
王建新 陈艳萍）日前，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接连传出喜讯： 该院呼吸内
科、神经内科、肾病科、普通外科、眼
科、皮肤科、麻醉科、耳鼻咽喉科、消
化内科等9个专科跻身2012年全国临
床重点专科行列，杂交手术室建设也
即将获得卫生部立项资助。 至此，该
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数量已达18个，
总数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
措之一， 卫生部从2010年开始评审遴
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在前两轮的申
报中，湘雅二医院已有心血管内科、血

液内科、内分泌科、胸外科、心脏大血
管外科、骨科、精神病科、药剂科、临床
护理专业跻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行
列。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卫生部根
据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组织
专家评估产生， 要求专科整体实力
强，医疗技术水平高，医疗质量和工
作绩效好，人才形成梯队，年龄结构、
知识结构、 职称结构及学历结构合
理， 拥有素质较高的后备人才队伍，
还要求所在医院积极贯彻落实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任务，推动公立医院改
革，并认真完成政府交办任务。

湘雅二医院再添9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总数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潇肖 唐炜）两台车身喷有
“中国路政”字样的车辆，进入高速后
短时间内下高速， 通行卡信息却为远
距离大型货车， 而该车所领的通行卡
被另外的大型货车用于出口缴费，这
是一起倒卡案犯罪团伙的惯用伎俩。
在日前召开的长永高速“9·1”诈骗高
速公路通行费案件侦破工作会上，长
永高速公路管理处向媒体公开了这起
案件的细节。

去年8月， 长永高速公路收费员
注意到一个在长永高速利用 “倒卡”
协助长途车偷逃通行费的团伙，稽查
人员发现， 该团伙通过在车身喷上
“中国路政” 字样， 套用不同的假车
牌， 从长沙附近收费站进入高速公
路，随后在服务区与事先联系好的长
途重型货车互换通行卡， 并收取500
元至700元不等的好处费。 经过如此
一番“偷梁换柱”，长途重货的车辆成
了短途运输，这样一来，原本上千元
的通行费变成了几十元，由此造成了
100多万的通行费流失。

该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后， 长沙县
巡警大队联合征费稽查、 路政等部门
联动执法，从30000余条相关信息中整
合出有用的80余条信息， 在各收费站
入口蹲点， 收费员对出入信息有疑问
的过往车辆进行仔细排查， 历时3个
月，一举端掉该“倒卡”、“卖卡”团伙。
今年6月， 法院对该案涉案5名人员依
法进行了审理判决。

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许某等人
开始在高速公路上 “倒卡”“卖卡”，团
伙规模从刚开始的一人一车发展到三
人四车，共非法获利三十余万元。 “生
意” 最好的时候一个晚上能交易十几
次。 为了逃避追查，他们每个月都会更
换车牌，并通过电话联系互换通行卡，
交易过程短暂且隐蔽性强。

冒充“路政”
倒卡逃费
长永高速一诈骗

通行费团伙被抓

长沙市城区中招
第二批录取线划定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公布了
高中招生第二批学校录取线。

第二批学校共有8所 ， 其中长
铁一中 、 六中 、 十一中的普通班 、
十五中 、 二十一中等5校的学业成
绩等第均为2A4B， 其中长铁一中和
十五中还要求素质综合评定为4A，
学业成绩等第中的英语还必须为A。
其余学校的综合素质评定均为不
限。

十一中艺术班的学业成绩等第
为6B， 综合素质评定为不限。 二十
中， 学业成绩等第为1A5B， 综合素
质评定为不限。 湘府中学， 学业成
绩等第为1A4B1C， 综合素质评定
为不限。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从8月1日起， 我省绝大多数进出口
贸易企业在办理出口报关和申报出
口退税时， 无需再提供出口收汇核
销单用于“逐笔核销”。 这是国家外
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今天对媒体透
露的。

国家外汇管理、海关、税务三部
门实施的这一改革， 将大大简化流

程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我省3000
余家企业将获益。据了解，上世纪90
年代初以来， 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对
出口收汇核销单“一一对应、逐笔核
销”，以控制外汇资金的大规模流进
流出。企业每出口一笔货物，先到外
汇局领核销单、然后到海关报关、到
银行办理收付汇手续， 之后再重回
外汇局进行核销，不仅麻烦，还降低

了资金的周转效率。
新政实施后， 管理部门取消货

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的管理规
定，向主体总量核查转变，并实施逐
级递进的分类管理。 对95%以上的
正常企业将列为A类企业， 给予外
汇管理上的充分便利，对少数违规、
异常企业将实施严格监管， 以加强
对异常贸易活动的风险防控。

8月起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有新规

涉外贸易企业告别“逐笔核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