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记者 吴
谷丰 郭一娜）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
台15日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当天以
“非法入境” 嫌疑抓扣了14名中国香
港“保钓”人士。

据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扣
留“保钓”船只，并将抓扣的14名香港
“保钓” 人士移送到冲绳本岛进行调
查。

报道援引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
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官员的话说，香港
“保钓”人士在当地时间15日16时（北
京时间15时）之前抵达钓鱼岛附近海
域，此后7名“保钓”人士排除日本海
上保安官的阻挠， 登上了钓鱼岛，日

本海上保安厅抓扣了其中5人，另外2
人返回船上。 此后，海上保安部在保
钓船欲驶离钓鱼岛时又将其拦截并
上船调查，对船上9人以“非法入境”
嫌疑实施抓扣。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傅莹15日紧急召见日本
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并与日本外务
省副大臣山口壮通电话，就日方在钓
鱼岛非法抓扣中国公民事提出严正
交涉。

傅莹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拥有主权的立场， 要求日方
确保14位中国公民的安全并立即无
条件放人。

日本警方非法抓扣14名香港“保钓”人士

中方：立即无条件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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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严奇军 贺珊恋） 8月9日， 烈日当空。 在37
摄氏度气温下， 我们从湘潭中心城区来到昭
山示范区 ， 忽觉这里微风拂柳 ， 凉爽了许
多。 看看室外的气温表， 只有34摄氏度。

昭山与湘潭中心城区相隔不到10公里，
为何气温却低了整整3摄氏度？ 湘潭昭山示
范区党工委书记杨英杰指着莽莽苍山道： 这
是我们竭力打造长株潭 “绿心 ” 的直接回
报。

为了彰显 “绿色发展” 的示范作用， 该
区首先竭力保护好绿色环境。 “昭山晴岚”
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是该区近年引进
的最大项目之一。 我们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现
场看到 ： 成片的树林依然如故 ， 一口口山
塘， 仍如明镜镶嵌在这片数百亩的土地上。
该区招商局局长庞赟说， 他们在开发建设中
坚持 “树不砍、 水不填、 山不推” 原则， 全
区规划总面积68平方公里 ， “禁开区 ” 和
“不宜开发区 ” 就接近40平方公里 。 同时 ，
自长株潭 “两型 ” 建设示范区挂牌3年来 ，
共拒绝不符合 “绿心” 建设要求的项目上百
个。

千方百计护绿增绿， 是 “昭山” 竭力打
造长株潭 “绿心” 的又一重要发力点。 该区
农林局副局长吴海波介绍道： 他们组织了一
支由46人组成的防火专业巡逻队， 3年未发
一例火灾， 连续3年被评为湘潭市一类防火
单位； 每年投入200多万元 “补绿”， 通过补
植 、 新植 、 改造等3条途径 ， 3年增植树木
600多万株。

现在， 昭山年平均气温低于湘潭市平均
值3.5摄氏度； 水质和空气质量都比湘潭市
区高出一个等级。 天蓝、 水碧、 山绿的新昭
山正快步向人们走来。

� � � �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周云武 通讯员 李治国 )
1992年以2亿元注册资本起家的湖南省经济建设投资公
司，历经20年悄声“拔节”，已发展成下辖20余家企业的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形成了产业投资与经营、
创投与金融、资产管理三大业务板块的“经济母舰”，资
产规模已达240亿元。

该公司作为湖南省政府的出资人和产权代表，负责
筹集、经营和管理省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满足重点建
设项目的资金需求。 2005年11月，改制成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增加到30亿元。 20年来，该公司先后投资了黄
花国际机场、张家界机场、湘潭电厂、华能岳阳电厂、石
长铁路、五强溪水电站、三板溪水电站等一大批重点工
程。

公司探索形成了“用市场的手，做政府需要做的事”
的新的投资发展模式。 瞄准市场需求和未来走向，公司
对新兴产业中的 “中国第一”、“中国唯一”、“世界顶尖”
等技术和产品不惜重金，倾心哺育。 对三一重工、博云新
材、唐人神、华友钴业、南车时代电动汽车等30多个项目
进行了投资与孵化，投资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电子信息、酒店旅游、文化产业等新型产业，对加速
地区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四化两型”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来，他们与中石油等合作实施“气化湖南”天然
气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投资30多亿元建设的钛材料项
目一期工程将于10月投产；投资参股的金天铝业正在全
面冲刺IPO。 公司负责人表示：面对新的复杂经济形势，
公司正举全员之力，强化内部管理，推行系列改革，提升
投资规模 、质量和水平 ，以期在 “十二五 ”期间 “再造湘
投”，资产规模达到500亿。

� � �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唐婷）今
天上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书
记、局长杨栋梁，省委副书记、省长徐
守盛来到省安监局调研，并召开安全
生产座谈会， 要求牢固树立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和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湖南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国家安监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黄毅出席。副省长盛茂林作全省安全
生产工作汇报。

在省安监局，杨栋梁、徐守盛亲
切看望工作人员， 考察政务中心、信
息中心， 参观安全生产工作展览，详
细了解我省安全生产情况。

座谈会上，杨栋梁说，湖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全省
上下牢固树立起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的理念， 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措施，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趋势向好，不
少经验可以在全国推广。

杨栋梁强调， 在总结成绩的同
时， 必须看到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
峻， 必须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
艰巨性、 长期性和复杂性， 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进
一步减少事故总量， 有效防范和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要突
出重点， 强化过硬措施， 扎实推进
“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 狠抓落实，

把专项行动落实到每一个企业、 每
一个车间、 每一个班组。 要加大煤
矿整合技改和兼并重组力度， 积极
淘汰、 坚决关闭不符合煤炭产业政
策、 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的小煤矿。
要加强非煤矿山和尾矿库治理， 打
响一场攻坚战。 要扎实开展水上交
通、 烟花爆竹和道路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 。 要落实汛期安全治理措施 ，
严密防范极端天气和泥石流、 滑坡
等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徐守盛主持座谈会。他感谢国家
安监总局长期以来对湖南安全生产
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强调要在国家安
监总局的指导下，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
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促进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以及改善民生、加强社会
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抓紧、 抓实。
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各级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
责任落实到岗、到位、到人头；要加强
督促检查，对玩忽职守、违法生产、草
菅人命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
手软。 要努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各
级要对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多、 基础
弱、 安全投入欠账多的现状心中有
数，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
能力， 切实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下决心把基础打牢。 （下转6版①）

� � �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贺佳）带
着对 “红军村”———慈利县邓界村的
深深牵挂，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梅
克保冒着酷暑 ,再次来到这里检查指
导建设扶贫工作。

邓界村是梅克保的扶贫联系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曾走出一大批
红军，素有“红军村”的美誉。 出行难、
用电难、饮水难、农田灌溉难、看病就
医难、村民增收难，曾是制约邓界村
发展的瓶颈问题。 工作组驻村后，针
对这 “六难”， 迅速整合相关扶贫资
金，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

来到村里 ，梅克保一路走 ，一路
看：村里的永丰水库加固了，泥泞的
村道硬化了，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村
卫生室已修建一新。村党支部书记唐
治平高兴地介绍：“目前，全村95%的

村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家家都
用上了安全稳定的照明电 ， 过去是
‘六难’，现在变成了 ‘六好 ’，大家脱
贫致富的信心也强多了。 ”

梅克保欣慰地说 ：“看到乡亲们
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说明我们的建设扶贫工作取得了成
效。 抓建设扶贫，就要抓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发展条件。 ”他还
叮嘱随行的负责同志，两年一轮的建
设扶贫工作已近尾声，要抓紧做好各
项扫尾工作， 确保扶贫项目完善配
套，不留尾巴；扶贫资金落实到位，不
留缺口。

“为了村里的建设 ，党员干部没
少吃过苦！ ”一位村民插话道。梅克保
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 （下转6版②）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平板显示超薄
玻璃项目邵阳奠基

总投资100亿元， 全部建成
后年产值将达100亿元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陶海音 蒋
剑平）今天上午，邵阳市双清区境内的
宝庆科技工业园彩旗飘扬， 礼花怒绽，
国内首个平板显示超薄玻璃项目隆重
奠基。该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全部建成
后将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年纳税额10
亿多元，解决上万个就业岗位 。省政府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宣布开工。

平板显示超薄玻璃生产技术是一
项将人的视觉和触觉融为一体的新型
高端通讯技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 平板电视等50多个领域 、
500多类产品 。长期以来 ，平板显示超
薄玻璃生产技术一直被美国 、 日本等
国垄断， 其玻璃原片目前我国尚未有
企业能够研发生产，全部依赖进口。

平板显示超薄玻璃项目是国家
“十二五 ”重大产业攻关项目 ，为打破
国外这一技术垄断 ， 以中国工程院黄
伯云院士为首的中南大学平板显示材
料研究中心通过反复实验 ， 成功研发
集成了全套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
随着该项目在邵阳奠基 ， 国内同类产
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将被改写。

该项目由邦盛集团与中南大学共
同投资建设， 将依托中南大学的研发、
技术、人才等优势，并充分发挥邵阳人
力、土地资源和市场优势，共建设6条生
产线，主要生产平板显示触摸屏和特种
玻璃。 （下转6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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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市
场
的
手
做
政
府
需
要
做
的
事

湘
投
控
股
二
十
年
资
产
增
百
倍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镜采三湘巨变

湖 南 远 见 集 团 协 办

� � � �上图：8月12日，郴州市裕后街，具有湘
南风情的民居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裕
后街是该市郴江边的老街。 以前常年受洪
水影响，危房多，环境差，一度成为 “贫民
窟”的代名词。 2009年开始，郴州市对裕后
街进行旧城改造，核心景区于2011年4月开
街。 如今的裕后街， 以纯正湘南风情为基
调，成为集商业、居住、娱乐和历史文化旅
游于一体的休闲街区。

“贫民窟”成了休闲街

� � � �左图：2009年8月30日， 郴州市民行走
在狭窄的裕后街。 贺茂峰 摄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杨栋梁徐守盛到省安监局调研并召开

安全生产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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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款深情“红军村”
梅克保再赴扶贫联系点慈利县邓界村考察

两型交通铺就绿色出行路

“老外”长沙开店生意火

———走进汨罗市屈子祠镇千年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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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走进两型社会试验区

■探访湘江边最美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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